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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达我们对所在地区、人民和自然资源的无限
感激和感谢，我们积极地寻找能够回馈环境和社区
的方法。二十多年来，宝仕奥莎基金会已经为波希
米亚地区和整个捷克共和国的无数非盈利性项目
作出贡献。

对我们的区域、社区
和人民负责

我们的捐款集中在七个核心领域。在区域层面，我们
支持健康和疾病预防基金、环境基金、艺术和文化基
金以及运动和体育基金。在国家层面，我们通过研究
和发展基金、教育基金以及最近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援
助基金进行捐助。到目前为止，宝仕奥莎基金会已经
为这些组织提供了超过 800 万美元的捐款。

Karel Páral 
业务拓展总监

Miroslav Polák 
销售总监

总监致辞
暌违六个月，我们很高兴能与大家分享 2018/2019 
年秋冬季新款系列产品 。这个名为 Nereid 的系列
产品灵感来自于海洋，拥有各种各样的创新产品，
包括全球市场上的新产品。另外，我们很高兴顺带
与大家分享宝仕奥莎的商业发展和销售部门最近
取得的一系列成功。

过去的半年里，我们还增强了部门专业化团队，从而
针对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增
强了我们的销售、市场营销、设计和创新团队，使我
们能够为合作伙伴提供最好的全方位服务。

今年到目前为止，除了参加许多时装周和活动，
我们自豪地宣布我们最近正在与 莫罗·伯拉尼克
（Manolo Blahnik）合作销售一款以水晶装饰的
高跟靴以及额外20 双限量版的 Hangisi stiletto 
经典平底轻便鞋，这些是为了庆祝我们共同的波希
米亚传统和即将到来的布拉格著名展览，鞋子的
艺术。

希望大家喜欢这篇文章！

此致，
Karel Páral 和 Miroslav Polá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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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旗舰店最 近在布拉格宏伟的老城
开业，它是对五个世纪波希米亚传统玻璃制
作工艺的现代展示。旗舰店位于重新翻修的
布拉格市银行（最初于1894年完工），占据两
层楼，极简主义和迷你主义风格的内部装饰
精致地展示了真正波希米亚水晶的永恒和美
丽。

前往布拉格 1 Rytířská 29 探索宝仕奥莎的
世界。 

宝仕奥莎
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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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奇人物法国探险家 Jacque 
Cousteau 的语言中寻找真理，
他曾说：“大海一旦发出魔力，
你便会永远地困在其神奇的网
罗中，”我们名为 Nereid 的秋/
冬系列探索一种更黑暗的主题，
即在不同的形式中发现美。这种
新奇和可穿戴的背景让人回想
起海仙女的古老形象，同时将其
解构，让人们注意到设计经验和
超装饰已经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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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和超现实的冥想中，Nereid 系
列探索一个童话般的故事，具有艺术
扭曲的边缘。随着时尚继续探索，白
天和夜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产
生了过时的奢侈品和高科技的“随心
所欲”的后网络时代融合。陌生人会
变得美丽，而外部背景也会突然融入。

潮流预测



13

2018/19 秋冬将在一定程度上以探索
我们对技术和设计经验的深深迷恋为
特色，这一主题在此系列创新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就像它的调色板一样，从
墨蓝色到超饱和的橙色，这一季度的
限量版半宝石和水晶网系列唤起了一
种不墨守成规、近乎突变的美学。

Nereid 本身就是这种期望的化身，它
可以进入我们想象的最深处，并推动
我们所认识事物的边界并将其接受为
美丽。通过现代科技获取的源源不断
的刺激创造了一种无关紧要的隐喻海
洋，由此诞生了一种对人为混合和夸
张颓废的新迷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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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augmented, making it an interesting yet 
elegant color staple for A/W 2018.

Deep Sea is now part of our catalogue of-
fer of colors and coatings for our premium 
quality, lead-free MC Chaton MAXIMA and 
MC Chaton Rose MAXIMA product lines in 
all sizes.

全新镀膜 | 全新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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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梦幻的红色、橙色和粉色混合色调， 水晶熔
（Crystal Lava） 给墨水般深色的秋季调色板提供
一种完美的色彩和温暖。它的过度饱和色调为此镀
膜赋予一种诱人的、几乎是情欲的特色，让任何冬天
的天气都显得活跃。

现在， 水晶熔岩已经成为我们高端产品线无铅机切
尖底石美饰玛和机切平底石美饰玛目录中可供的镀
膜产品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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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红火焰（Crystal Red Flame） 由冷金属色
调与甜美的柠檬色调混合，达到完美平衡。作为
奢侈品牌的主打产品，红火焰浓艳的深红色泽
让它的每一件作品富有一种奢华感。

现在，作为我们镀膜产品之一，水晶红火焰已
经成为我们高端产品线无铅机切尖底石美饰
玛和机切平底石美饰玛目录中可供的镀膜产品
的一员。

全
新

镀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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钌镀作为任何颜色或镀膜的时尚衬托，提供一种微
妙而又强烈的表现，它的冷、铬般的光泽给任何季
节的配饰提供一种地下、恋物的感觉。

钌镀是我们高端美饰玛产品范围的一部分，无铅且
无镍，可用于爪杯链、水晶配环、水晶爪球、水晶管
珠、镶嵌件和铆钉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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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tiras”在希腊语指的是火山口。Kratiras 模仿
了海床不断地被居住在深海的未知生物所塑造的波
浪状表面。这种石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奇特的美丽，
为秋冬时尚提供完美的律动。

我们的限量版Krat i ras半宝石提供一种尺寸
（25x18 毫米），镶嵌件可选择：无圈、一圈或两圈
的镶嵌件，有三种颜色可供选择：烟黄水晶，深海
色和棕火焰镀膜—全是磨砂面。合适的应用方法
包括以胶合（适合无镶嵌件或无圈镶嵌件）和手缝
(适合有圈的镶嵌件）。



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augmented, making it an interesting yet 
elegant color staple for A/W 2018.

Deep Sea is now part of our catalogue of-
fer of colors and coatings for our premium 
quality, lead-free MC Chaton MAXIMA and 
MC Chaton Rose MAXIMA product lines in 
all sizes.

全新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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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灵感来自于拉祖利的天然颜色，这是一种蓝
色的变质岩，自古以来就被用作半宝石，深海色
（Deep Sea） 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是市场的第一
产品。它的不透明给深海色带来了一种几乎增强的
成熟感觉，让它成为 2018/2019秋冬季一种有趣
而又优雅的颜色。.

深海色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用于高端无铅机
切尖底石美饰玛和机切平底石美饰玛产品系列。

全
新

颜
色



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augmented, making it an interesting yet 
elegant color staple for A/W 2018.

Deep Sea is now part of our catalogue of-
fer of colors and coatings for our premium 
quality, lead-free MC Chaton MAXIMA and 
MC Chaton Rose MAXIMA product lines in 
all sizes.

全新珠宝首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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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玻璃制品砂金石（Aventurine）其灵感来自
很久以前消失在黑暗深渊的神秘沉没宝藏，上面有
金色的斑点，用来完美地复制天然砂金石的闪光和
纹理，极其光滑，搭配奶油色系。砂金石是我们不
断提升产品的典范。

砂金石可提供纳米宝石尺寸和圆形形状，并有两种
颜色可供选择：金色和蓝色。

全
新

珠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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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augmented, making it an interesting yet 
elegant color staple for A/W 2018.

Deep Sea is now part of our catalogue of-
fer of colors and coatings for our premium 
quality, lead-free MC Chaton MAXIMA and 
MC Chaton Rose MAXIMA product lines in 
all sizes.

限量版 半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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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形半宝石（Hexagon）灵感来自于光线穿过水
面、在海洋生物的鳞片上闪烁跳跃的效果。宝石的六
边形形状和有趣的彩虹色体现了我们在2018/2019 
秋冬的过度放纵和我们对超现实的迷恋。

我们限量版的六角形半宝石可提供两种尺寸（6x6
，8x8 毫米），并有两个版本可供选择：白色和带七
彩镀膜的白色。此半宝石适合用于胶合。



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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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Chaton Rose MAXIMA product lines in 
all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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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经典款更加洗练的版本，烟蓝水晶（Smoked 
Sapphire） 毫无修饰，让人联想起湖水。它的冷色
调赋予其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让人联想到一条黑
暗的幻想之路，这与2018/2019秋冬预期的猫步恰
好吻合。

烟蓝水晶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用于高端无铅
机切尖底石美饰玛和机切平底石美饰玛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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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绿色（Erinite） 的绿色-蓝色色调极其优雅且难
以捉摸，完美实现了强度和高冷之间的平衡。它故
意褪色的外观赋予其一种自然的复古风格，使它成
为任何秋冬服装的必备装饰。 

翠绿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用于高端无铅机切尖
底石美饰玛和机切平底石美饰玛产品系列。

全
新

颜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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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冷艳的珍珠色彩是对海底生态系统的致敬，这
种生态系统拥有神奇的、令人不安的生物，这些生
物还未被人类的眼睛所发现。把这些颜色组合在
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冷色调，是暗色调装饰的
完美之选。

珍珠光彩 灰色、红色、紫罗兰色、蓝色、绿色、孔雀
绿色现已列入我们的珍珠色系目录，用于各类尺寸
的高端无铅美饰玛水晶珍珠产品系列。

全
新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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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augmented, making it an interesting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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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 of colors and coatings for our premium 
quality, lead-free MC Chaton MAXIM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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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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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阳光在起伏的波浪上闪耀一样，纯色水晶
（Crystal Pure） 细腻地反映出任何事物底部的颜
色。此水晶不使用金属箔作衬底，可使基布的光泽
穿透，它以一种另类美丽的方式，给任何服装或配
饰带来了微妙而又有趣的变化。

现可提供高端产品机切平底石美饰玛烫石版，有 12 
种尺寸可供选择，不带金属箔的白色和幻彩镀膜。



Inspired by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color of 
lapis lazuli, an intensely blue metamorphic 
rock used as a semi-precious stone since 
antiquity, Deep Sea is entirely unique and a 
market first. Its opaque nature gives Deep 
Sea a sense of maturity that feels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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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对称固然很美，但幻想形
（Fantasy） 的角度赋予其一种有趣的边缘，让观
众情不自禁地为之吸引。幻想形能够创造无限的尺
寸样式，表达无限的想法。

幻想形平底手缝石是我们高端无铅美饰玛产品系列
的一部分，提供三种尺寸（12、17、24毫米），并有三
种颜色可供选择：白色、黑色和颜色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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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色彩，并传达出
一种神秘的气氛。

宝仕奥莎 全新推出的产品中您最喜欢哪款？
我喜欢此系列的地方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作
为单独的配件使用，或者组合起来创造全新的
作品。这就像一个游戏系统，您可以让衣服符
合自己的个性、心情或需要。所以，我不能说哪
一个是我最喜欢的。我想我更多的是将其看作一
个整体，就像我看待一个女人和她人格的许多方
面一样。

把一个女人打扮成Nereid或海仙女是怎样
的感觉？
我对女人的进化很感兴趣，从单纯懵懂一路成长
为具备巨大力量。Nereid 是一位成熟的女性，个
性很强 — 她是一个从恐惧和担忧中释放出来的
海底领导者。她不必为了证明任何事情而妥协。

您如何看待竞争？您有没有觉得有人在试图
抄袭您的作品？
每一件事物都可以作为别人的灵感。今天，我觉
得事情更像是一种围绕着我们的信息拼贴。整个
概念或艺术家的创造性身份赋予其一种有形的形
式。通过从过去的想法中循环产生新的联系，从
而构成新的愿景。

您第一次考虑成为时装设计师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我三岁的时候。我看了一部关于工艺品的
卡通片，其中一部分是关于制作衣服的。这是一
见钟情。

您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您从哪里获得灵感？
灵感就在我身边。我尤其关注社会上的女性主义，
并将其作为创作的直觉和情感。我的产品系列总
是代表一种内心的对话。也许，通过我的设计，
我试着去了解每个女人的内心。这是一种冥想。

设计师有能力影响并推动文化改革。您觉得作
为一名设计师对社会应承担那些责任？
我并不一定要对整个社会负责，但我对自己创造和
制作的产品非常谨慎。由于织物和纺织品是世界上
产生废物第二高的行业，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在某种
程度上负责任。因此很自然，这让我把重点放在
了限量版、重新设计和定制原创作品的创作上。

背后的故事

您最喜欢的材料是什么？
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审美情趣。但是，我最喜欢
的是使用传统技术创造的高技术或现代材料，同
时，我也喜欢使用现代技术创造的传统材料。

您更喜欢使用什么颜色？
这始终取决于系列的理念和方向。颜色必须与材
料的外观和运动协调一致，并且始终与我想传达
的情感保持一致。

使用 Nereid系列的水晶和玻璃部件是怎样
的感受？
水晶是一种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材料。它赋予作品
一种强烈的美感和闪光感，但它因为硬度和重量
很难在衣服上使用。我喜欢简约和逻辑，并且很
少装饰我的设计，这就是我选择使用水晶网的原
因。它具有传统饰件的所有亮点和闪光度，但带
有弹性和半透明的新特性，使其具有特定的褶
皱，并产生奇妙的效果。

关于水晶的使用，最令人惊讶的方面是什
么？
最大的挑战是在照片中表现出美丽、闪耀和活
泼。如今，视觉效果至关重要。当作品移动时，
水晶会创造出灿烂的光芒，但照片只能捕捉到其
中的瞬间以及一小部分的美丽。另一个令人惊讶

布拉格的UMPRUM和法国巴黎时尚学院
毕业的的Jakub Polanka 展示其作品，并
阐述宝仕奥莎2018/19秋冬Nereid系列的
灵感。

从您开始设计以来，您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我想我现在有了更多的自尊，并不像刚开始时那
样厚脸皮。我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少担心别人的
想法。我看过很多，经历过很多，剩下的都是通
过经验自然地展现出来的。我也学会了利用自己
的时间，设计就是真正的工艺。

您是只为女性制作服装，还是也为男性制作
服装？
我主要是为女性设计服装。她们在很多方面都让
我着迷。

您理想的女性美和男性美是什么？
在我看来，理想的美丽在于，无论社会或潮流如
何，都有勇气做自己。它是关于自豪、力量、优
雅以及一种乐趣的暗示。

在当地和全球时尚界，您最欣赏的是谁，或
者欣赏哪一点？
每个人，以及不论是否成功或盈利与否都敢于创
造原创作品的任何人。

您的作品在哪里销售？
我私下向我的客户销售产品，也制作定制/委托的
产品。我喜欢和我的客户保持联系，就像我喜欢为
我的展出制作布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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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令人惊叹的 Crystal Net（水晶网）柔软、
轻巧且灵活，是同类产品中首个创新，完全体
现出了真正的波希米亚水晶的内涵。每一件作
品都是一件可定制的杰作，由多达 10 种不同颜
色和大小的宝石组成，允许无限的可能性，这使
得水晶网成为时尚的领跑者。

水晶网由我们高端无铅机切平底石美饰玛烫石
制成，可提供 8 个尺寸(ss 10-ss 48)和全系列
色彩和镀膜。有关更多信息和产品规格，请参
阅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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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何时开始生产锆石，为什么您决定
扩大产品组合？
在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生产宝石的新部门后，宝仕
奥莎于 1999 年开始生产锆石，此举立即得益于
宝仕奥莎 的尖端技术和对玻璃抛光的全面了解。

什么是锆石，它是如何制造的？
锆石被广泛认为是最接近天然钻石的材料，如果
能熟练地制造，肉眼无法辨别两者差异。由于锆
石并非一种天然材料，所以它的可用性并不受
限，这使得它比钻石更便宜。它是在 1960 年法
国发明的一项化学过程中所创造的。

锆石和水晶的区别是什么？它们的使用方式
相同吗？
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光学美学属性，如亮度，火
彩和火花，以及物理属性，如颜色，硬度，耐热
和耐化学品。
锆石具有非凡的亮度和出色的光色散，（“火”）
传统上是钻石和其他宝石的特征，因此比水晶的
价格稍高。由于其高熔点，锆石是使用蜡铸造法
生产珠宝的理想选择，这也是我们的锆石客户群
主要由珠宝客户组成的原因。

携手合作 
共同发展

可能是正方形包面切割（Buff Top Square），
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我觉得设计几十种不同的切
割方法是必须的，然后以物理方式做出无数的样
品，以评估并选择适合客户需求的最佳产品。

您的宝石和竞争对手的有什么区别？
我们宝石的各面都是单独抛光，并且展示由可见
的星形状所证明的绝佳精度，这可以通过一种叫
做 Starpix 的特殊宝石仪器来进行几何验证。使
我们的宝石与众不同的是其卓越的光辉和火焰。
每块颗宝石的切割容差为 0.01 毫米。

您能提供多少种颜色，哪种颜色最受顾客欢
迎？
我们提供44种颜色，其中纳米宝石能提供22种颜
色，锆石能提供17 种颜色，合成尖晶石能提供3种
颜色，合成刚玉能提供2种颜色。我们还提供其
他八种镀膜。当然，我们最受欢迎的颜色是钻石
的纯色或“白色”，这在经典珠宝中最为常见。
粉红色和黑色也很受欢迎，还有纳米宝石中的绿
色和蓝色，它们完美地模仿了其自然名称。我们
最近也收到了对翠蓝色的大量订单。

钻石切割和多面形切割的区别是什么？
对于那些不熟悉珠宝行业术语的人来说，答案可
能有点出人意料。每个人都知道钻石是昂贵的天
然宝石，但“钻石”也是切割名称。钻石切割和
多面形切割的区别在于数量和宝石切面的形状。
一颗钻石切割宝石有 41 个面，包括桌面，经常

产品经理 Karolína Jonášová 谈论锆石和
纳米宝石，以及宝仕奥莎两大日益发展的
部门的合并。

什么是人造宝石，它们的优势是什么？
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讲，人造宝石是人造的宝石，
其性能与天然宝石的属性相匹配或超过天然宝
石。它们不包含任何瑕疵、沟槽、突起、裂缝或
夹杂物。我们用合成材料制成的切割宝石堪称完
美之作。

这是锆石第一次参加 宝仕奥莎灵感 & 创新季
度推广活动。为什么？
当我们的方晶锆石和宝石及水晶配件客户开始合
并时，将各部门合并从为每位客户提供扩展的产
品组合是很有意义的，这就产生了我们新成立的
宝仕奥莎配件部门。同样重要的是，无论宝石是
由水晶还是锆石制成，我们仍是宝仕奥莎大家
庭，代表着世界上宝石研磨的最高质量、服务和
传统。

在2018/19秋冬活动中，您会突出展示哪些
原创产品？那些产品有什么特殊之处？
很难只选择一款产品。每一件都有其自身的优
点，并因其独特性和卓越性而被选择。如果我必
须选择，我会选择砂金石（Aventurine）。在我
们的产品中，这是一种全新的材料：带有铜微粒
的玻璃，创造出一种华丽的闪亮效果。我最喜欢
的是蓝色砂金石 — 它让我想起了夏日布满星星
的夜空。
 
哪种新产品或颜色最难开发？花了多长时间
开发？

用于磨碎小宝石（达 1.45 毫米）；一颗多面形
切割宝石有 57 个面，包括桌面。 

什么是纳米宝石，它们与锆石有什么不同？
纳米宝石或纳米水晶是一种纯合成材料，用于生
产宝石；没有天然的或珍贵的对应产品。纳米宝
石由一种玻璃陶瓷材料制成，这种材料具有很高
的耐热性，同样适用于去蜡铸造。我们提供各种
颜色的纳米宝石，特别是那些模仿天然宝石（如
绿色或蓝色）的纳米宝石，以及不透明的颜色，
如蛋白蜜糖色，所有这些都是锆石无法实现的。

您如何控制锆石的质量？
我们的质量系统是以一个复杂的相机系统为基
础，它百分之百地控制我们的生产。该系统即时
评估宝石的各种定性参数，包括其光学美学和空
间参数。我们的产品符合捷克共和国和欧盟所有
有效的法律法规。我们的宝石也符合 ROHS 和 
REACH 指令。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您最喜欢的是什么？最
大的挑战是什么？
宝仕奥莎是美丽和波希米亚传统的代名词。我们
的产品给世界上最优秀的珠宝设计师们带来了光
彩。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创造美丽的作
品。然而，产品经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它本
身就很复杂。我不断地学习关于产品的新知识。

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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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玺色（Tourmaline），蓝色和绿色的完美融合，是
一种永不过时的风格。它充满活力，复杂的色调搭配
各种颜色和电镀，使得碧玺色成为2018/19秋冬许多
观众期待的明星。

碧玺色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用于我们优质、
无铅的纳米宝石。适当的应用方法包括去蜡铸造、
镶嵌、压印、爪杯链、CNC 镶嵌件和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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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各地备受尊敬的珠宝商最爱颜色，天然坦
桑宝石以其广受欢迎的紫蓝色成为最有价值的宝
石之一。我们的坦桑石和天然坦桑石难以分辨，其
完美的高冷色调使它成为冬季经典之选。

坦桑石颜色（Tanzanite）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
用于我们优质、无铅的纳米宝石。适当的应用方法
包括去蜡铸造、镶嵌、压印、爪杯链、CNC 镶嵌件
和胶合。

全
新

颜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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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典公主切割的全新样式，24 面的正方形包面
切割（Buff Top Square）简单而时尚。其光滑、抛
光的圆顶和经久耐用性使得 正方形包面切割成为
男人最喜欢的珠宝，并且是完美简约主义的提升。

正方形包面切割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用于我们
优质、无铅的锆石和纳米宝石，有三种尺寸（2.00
，2.50，3.00 毫米）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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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形的61切面所产生的闪烁效果使其成为完美的
独立宝石或聚焦作品。这种独特的切割是市场上首
创技术，赋予了宝石一种丰富、奢侈的美学，与一切
形成完美搭配。

雪花形（Snowflake）现已列入我们的色彩目录，
用于我们优质、无铅的锆石和纳米宝石，有三种尺
（3.00，4.00，5.00毫米）可供选择。

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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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广受欢迎的泪珠形状增添了一种精细的风格，
并为它所装饰的配饰或服装增添一丝创意。可与各
种各样的水晶搭配，从圆形水晶珍珠到我们广泛的
时尚珠宝配件，梨形珍珠(Nacre Pear) 为任何设计
赋予额外的特别之处。

梨形珍珠 (Nacre Pear MAXIMA) 现已列入我们
的珍珠色彩目录，有两种尺寸（15x8，10x6 毫米）
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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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马眼形(Navette)经常出现在每位设计师的作
品中，而且是创造叶花图案的必要条件。它的新无
铅质量让它更有光泽，进而把任何一件作品提升一
个更高的精制层次

我们的产品目录提供 6 种尺寸，47 种颜色和镀膜，
以及所有电镀，适用于手缝镶嵌件和珠宝爪杯（除
4 x 2 毫米尺寸，该尺寸仅作为散钻提供），机切马
眼形美饰玛（MC Navette MAXIMA）现在已加入
高端无铅 美饰玛产品系列。

提
升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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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形(Octagon)是历史悠久的经典之作，即可作为
独立的水晶，也可与其他形状相组合，具有与生俱来
的大胆创作。如今，这款无铅水晶其白炽光泽令其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吸引人、更经典。

我们的产品目录提供三种尺寸，14 种颜色和所有电
镀，适用于手缝镶嵌件和珠宝爪杯，机切八角形美
饰玛(MC Octagon MAXIMA)现已加入高端无铅
美饰玛产品系列。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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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链永不过时，是时尚界最通用的表达形式之一。
现在我们的无铅水晶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炫
目，是打造漂亮珠宝链的理想选择。

我们的产品目录提供三种尺寸，可选择白色、白色幻
彩或蜜糖镀膜（除最大尺寸ss29，该尺寸另有 9 种
颜色，并可搭配两个圈的镶嵌件），机切水晶片美饰
玛（MC Channel MAXIMA）现已加入高端无铅美
饰玛产品系列。

提
升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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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onds 台亮相
灵感来自木乃伊系列
2017/18 秋冬纽约时装周见证了设计师 
Phillipe 和 David Blond 的最新闪亮系
列，灵感来自于 NBC 环球的新电影“
木乃伊”。与The Blonds的标志性风
格一样，整个设计系列都覆盖宝仕奥
莎水晶和珍珠，既在设计上吸引观众，
又让人目不暇接。

皇家庆典时尚秀
今年春天，宝仕奥莎很荣幸成为伊朗
设计师 Nakisa Sadeghi 小姐的赞助
商，她在迪拜的皇家庆典时尚秀上展
示了其最新的时装系列，这是一场为
贵宾和皇室成员举行的私人活动。对
于这一巴洛克风格的系列，Sadeghi 小
姐使用了法国和瑞士公爵夫人绸缎、透
明硬纱和蕾丝，所有这些都精心绣上了
宝仕奥莎水晶。

社交活动 
2 月的巴黎第一视觉面料展（Première 
Vision Paris）参观者是第一批欣赏我们
整个2018春夏系列作品的观众之一，
在该展会上，我们推出了全新的高端产
品系列：机切平底石美饰玛。能够反射 
264条独特的光线，这是全球市场上现
供同类产品中反射光线最多的，此产品
目前拥有最高等级名号。在配饰大厅我
们 Aurora 主题展位举行的为期三天
的双年度活动中，12 位宝仕奥莎代表
接待了超过 200 位商务伙伴、设计师
和 VIP 贵宾。

灵感与创新 2018春夏： 
Aurora  系列
4 月 3 日官方系列发布后，我们团队
举行了一系列展示和研讨会活动，活
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可欣赏我
们的春/夏灵感与创新珠宝组合和由
斯洛伐克新兴设计师 Boris Hanečka 
创作拍摄的造型，客户还可以享受 
Aurora 主题鸡尾酒、小吃和壮观的
城市风景。

社交活动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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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ly X为 Ivete Sangalo 
设计服装
在今年的狂欢节上，巴西最受欢迎的
女演员 - 多才多艺的 Ivete Sanga-
lo 参加了巴西阿加达米奥斯花车巡
游。Sangalo 小姐的服装是由著名时
尚和服装设计师 Michelly X 设计的，
展示了一系列宝仕奥莎水晶，包括我
们的全新高端机切平底石美饰玛。

斯柯达 ŠKODA Kodiaq 揭幕
今年 2 月份在 Hradec Králové 总部
举行的盛大揭幕仪式上，捷克汽车制
造商斯柯达用宝仕奥莎水晶图贴装饰
其最新车型的侧板。

索尼 SONY PlayStation 

在 SONY PlayStation 捷克/斯洛伐克
部的邀请下，宝仕奥莎在捷克设计周上
用 50 片 24 克拉的黄金和 6000 个
水晶球装饰一个 PS4 游戏机。展示之
后，这款独一无二的游戏机被拍卖，拍
卖款项用于 ALS 研究。

俄罗斯新年庆典
宝仕奥莎的水晶配件和灯饰部门联合
举办了年度俄罗斯新年庆祝活动，为
尊贵的客户、商业伙伴、设计师和建筑
师们举行庆祝活动。该活动在莫斯科
迷人的捷克大使馆举办，在捷克和斯
洛伐克大使、商务参赞和领事的支持
下，200 名来宾享受了一晚的鸡尾酒、
交谈、壮观的舞蹈和音乐表演。

宝仕奥莎旗舰店 
盛大开业
今年 3 月，我们在布拉格庆祝全新
旗舰店的盛大开业，世界各地的尊
贵客户和商业伙伴前来参加。对于我
们这个根基深厚、但仍在扩张的公司
来说，这个令人难忘的庆祝夜晚具有
里程碑意义。

香港国际珠宝展
两名尊敬的商业伙伴和东南亚制造商 
Elf 925 和 Indigo Creation代表宝仕奥
莎亮相今年 3 月的香港国际珠宝展，
该展览一年举办两次。他们向每日超
过 8000 名的访客展示了其最新系列。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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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lo Blahnik: 鞋品艺术 
8月11日至11月12日

www.museumkampa.cz

纽约时尚周

9月7至13日

www.nyfw.com

巴黎第一视觉面料展
9月19至21日

www.premierevision.com

香港珠宝首饰展览会

9月13至19日

www.jewellerynetasia.cz

米兰国际鞋材展 
10月4至6日

www.lineapelle.com

上海面料展
10月11至13日

www.intertextilehome.com

约定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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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lo Blahnik 携手宝仕奥莎
开启波希米亚情结

为了纪念其在布拉格的展览“鞋品艺术”，时尚
巨头兼同名高端女鞋品牌莫罗·伯拉尼克（Mano-
lo Blahnik）的创始人Manolo Blahnik设计了一款
由宝仕奥莎水晶装饰的女靴，该作品于 6 月份在
布拉格宝仕奥莎旗舰店亮相，由捷克超模兼慈善
家 Tereza Maxová 展示。

这款独一无二的“Manolo”作品装饰有紫红色的
绒球以及100多枚宝仕奥莎水晶吊灯垂饰，净价值
达 5000 欧元，此鞋品仅是为了展示而设计，为
了向设计师的祖国捷克致敬，并表现他对波希米
亚形象和民间传说的热爱。

Blahnik 表示：“波希米亚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
的，它始终代表一种传统和质量，但也让人想起
了一些有趣的、冒险的元素。”“这双靴子上的
宝仕奥莎水晶装饰赋予设计一种纯净和真实的感
觉，我很高兴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与大家分享。”

该作品现在宝仕奥莎旗舰店展出，在大玛丽亚·
特蕾莎吊灯的映衬下格外瞩目，展览到 11 月结
束。伴随着“布拉格之鞋”揭幕的，还有 Ma-
nolo Blahnik 设计的20双镶有Hangisi珠宝的限

量版特色高跟鞋，灵感来自于波希米亚风格，以
手工制作的捷克蕾丝和宝仕奥莎水晶为特色。仅
预订销售，每双售价 1200 欧元，并将为其穿戴
者量身定制。

Tereza Maxová 表示：“为‘布拉格之鞋’揭幕
是一件很荣幸的事。“这种特殊性不仅因为这双
耀眼的靴子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也是因为Blahnik
先生分享了我与宝仕奥莎根深蒂固的波希米亚传
统，这的确值得庆祝。”

继此前在米兰和圣彼得堡举办的展览，Manolo 
Blahnik最新、最全面的展览“鞋品艺术”将于
8月11日在布拉格的Kampa博物馆拉开序幕，该
展览是对Blahnik先生职业生涯的致敬。展览由 
Cristina Carrillo de Albornoz 策划并由 6个主题
部分组成：自然、庆祝、艺术与建筑、心、地理
位置以及材料。回顾影片让游客详细了解 Blahnik 
先生的创新之路，代表了他作为一名时尚师和设
计师近 50 年工作的令人印象深刻的 80 张设计
手稿和 200 双鞋。

捷克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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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品牌与众不同，您的产品是由
宝仕奥莎真正波希米亚水晶制成。带
宝仕奥莎标志的水晶是一种真实性认
证，证明产品是用我们 100%捷克生
产的水晶制成。为了通过一流的营销支
持您的产品设计，宝仕奥莎的全新要素
品牌项目声明，在产品创造中只使用最
优质的材料，包括来自波希米亚水晶谷
的真正玻璃配件。此标识还能让您利
用我们近五个世纪以来的不断传承，
提高客户的知名度和忠诚度，同时也
能让您获得我们的设计和趋势支持。

要素品牌项目

P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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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时尚业和您们刚开始从事设计行业的
时候有什么不同？
我们钟爱时尚界的一个原因是，它总是在不断发
展！自从我们进入时尚界，这个行业似乎已经发生
了变化，并且更加接受打破规则的多样性和观念。

当今时尚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时尚界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它是一个不可预测的
市场。消费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

您们为多少名人设计过服装？
太多了，我们记不清了！

有没有哪位名人，您们特别喜欢与其合作？
我们服务的每位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与每位
客户建立了特殊关系。和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工作总
是很鼓舞人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为什么您们要运用这么多的宝仕奥莎水晶？
宝仕奥莎水晶是我们最喜欢的材料之一，因为这些
水晶能给衣服注入活力。

您能想到的最不寻常的水晶应用是什么？
当我们在指甲上面使用水晶的时候！我们喜欢在意
想不到的地方添加装饰。

平均来说，您认为在任何一件作品上使用了
多少水晶？
每件作品至少 1000 颗水晶。有些是这个数目的 
100 倍！具体来说，Phillipe 2017 年春季展示的压
轴作品就是一例典型。

您们在哪里寻找设计灵感？
无处不在！纽约，巴黎，艺术，电影，音乐……只要
是能叫得出名字的事物，都能给我们带来灵感！

您们是否有还未达到的时尚梦想？
设计一系列的配饰和香水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

在纽约上一季的“快闪”展出和鸡尾酒会上，
我们遇到了长期合作伙伴，David 和 Philli-
pe，又称“The Blonds设计组合”，其令人难
以置信的、夸张的设计曾出现在无数时尚社
论中，并赢得了一流表演艺术家的青睐，包括
布兰妮、麦当娜和碧昂丝等等。

THE BLONDS
大展拳脚

访
谈

The Blonds I © Craig Giamb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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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喜欢哪一款新产品？
如果我只能选择一款，那很可能是水晶珍珠的新
珍珠色。传统上我更喜欢自然的颜色，但全新的
蓝绿色和紫色色调是金属的完美补充，而且非常
引人注目。

 您如何描述该系列要表现的心境？
在 2018/19 秋冬季度，我们希望看到的一种趋势
是黑暗和神秘幻想的结合，我们将其阐释为“水
下女神”，又名Nereid。

您最喜欢哪件作品？
我喜欢所有作品，我从来都不会设计一些我不想
穿的东西。这是终极考验：如果你自己不想穿，
你就不能指望别人想要穿你设计的东西。当然，
我也有我最喜欢的。例如，砂金石（Aventurine） 
的硬币项链，我计划在某个时候将其加入我的个
人系列！

您从哪里获得灵感？
视情况而定。有时灵感来自于经验或记忆，有
时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在此系列
中，我在使用这些材料本身时获得最多的灵感：
未经加工的金属，与完美切割和有形状的宝石
形成对比，这是一种违反直觉的和谐。极简主
义 VS 丰富。

您会将这些珠宝首饰与什么搭配？
这取决于穿戴者的个性。我不喜欢说某件特定作
品或宝石只适合某一特定场合。我喜欢快乐和即

兴表演。现在，把珍珠标记为你只能在特殊场合
或优雅场合穿戴的宝石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看
到它们被纳入了运动装。设计师和造型师总能找
到一种方法来摒弃这些过时的想法。

在该系列中使用了什么材料，另外这些宝石
是如何应用的？
这些珠宝大多是由带金色外层的金属制成，但有些
产品是特别为纺织应用而制作的，比如我们全新推
出的纯色水晶（Crystal Pure）系列，这就是为什
么该系列包括由透明硬纱制成的珠宝。
此系列以未加工的固体金属的强烈对比为设计理
念，其中嵌有单一的宝石，从而展示其简约美。
这些宝石没有在经典镶嵌件中使用，而是以这样
一种方式放置，不会影响到切割，并提供一种纯
粹、极简主义的感受。我也常常使用橄榄石，用
不同的大小和颜色来创造有机结构。

您的主要经验是设计服装。您认为自己的身份

更偏向于时装设计师还是珠宝设计师？
“设计师”这个词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涵盖的
范围之广。因为我学的是时尚设计，所以我更倾
向于纺织品生产，并且总是把时间花在时装的插图
和绘画上。不过，目前我确实更关注珠宝和配饰。

您还记得您的第一件珠宝设计吗？
我的第一件珠宝设计是一枚很小的银戒指，上面
镶有一颗锆石，我把它送给了我妈妈。

对于新手珠宝设计师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
么？
当然是它所需要的不同技术。了解创作珠宝成品
背后的所有原则和过程，这是非常重要的。您必
须完全理解游戏规则，这样才能知道你可以打破
哪些规则。

珠宝学校

设计这一季珠宝系列的女性 Tereza Otáha- 
líková 分享了她对这些源自水下灵感的作
品的创意理念，并详细阐述了其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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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00 0 1 2 2.5 3 3.5 4 4.5 5 5.5 6 6.5 7 7.5 8 8.5 9 9.5 10ss

MC Chaton MAXIMA

机切尖底石美饰玛

Art. 431 11 615 
尺寸 ss 2.5 – ss 50

Art. 431 11 111  
尺寸 ss 00 – ss 2

全新颜色 I 全新镀膜

11
.5

12 1413 13
.5

3814
.5

3915 4015
.5

4516 4717 4818 50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411 28 30 35

机切尖底石 纯色美饰玛

Crystal Lava | 水晶熔岩 | 00030 (TC) (DF)

Crystal Red Flame | 水晶红火焰 | 00030 (TC) (DF)

Erinite | 翠绿 | 50010 (DF)

Erinite AB | 翠绿幻彩 | 50010 (TC) (DF)

Deep Sea | 深海色 | 33400 (U)

Deep Sea AB | 深海色幻彩 | 33400 (TC) (U)

Sm. Sapphire | 烟蓝水晶 | 30010 (DF)

Sm. Sapphire AB | 烟蓝水晶幻彩 | 30010 (TC) (DF)

MC Chaton MAXIMA PURE

 标准目录产品

 起订量要求； 
关于详情，请联系宝仕奥莎销售办公室

 这些附带水晶熔岩镀膜和水晶红火焰镀膜的产品
不能承受电镀或类似处理。

Art. 431 11 615 
尺寸 ss 2.5 – ss 50

Art. 431 11 111 
尺寸 ss 00 – ss 2

Erinite | 翠绿 | 50010 (U)

Erinite AB | 翠绿幻彩 | 50010 (TC) (U)

Sm. Sapphire | 烟蓝水晶 | 30010 (U)

Sm. Sapphire AB | 烟蓝水晶幻彩 | 30010 (TC)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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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ss 7 8

颜色 ss 8 10 12 16 20 30 34 40 484 5 6

9 10 12 16 20 30 3454 6

10mm镀膜 14 18

12mm颜色 17 24

4 5 6 8 10 12mm颜色 

全新珍珠光彩颜色

Pearl Round-Semi MAXIMA

Art. 131 10 012 
尺寸 mm 4, 5, 6, 8, 10, 12

Pearl Round MAXIMA

圆形珍珠 美饰玛 圆形珍珠半轴 美饰玛 

Art. 131 10 011  
尺寸 mm 4, 5, 6, 8, 10, 12

Pearlescent Grey | 珍珠光彩灰 | 74203

Pearlescent Red | 珍珠光彩红  | 79503

Pearlescent Violet | 珍珠光彩紫罗兰 | 72203

Pearlescent Blue | 珍珠光彩蓝 | 73203

Pearlescent Green | 珍珠光彩绿 | 75203

Pearlescent Peacock Green | 珍珠光彩孔雀绿 | 75503

全新产品

Crystal | 白色 | 00030 (HF)

Crystal AB | 白色幻彩 | 00030 (TC) (HF)

MC Chaton Rose MAXIMA Crystal Pure 机切平底石美饰玛 纯色水晶 

机切双孔幻想形 301 2H

Art. 438 11 618
尺寸 ss 30, 34, 40, 48

Art. 438 11 615 
尺寸 ss 5, 6, 7, 8, 9, 10, 12, 16, 20

Art. 438 11 110 
尺寸 ss 4

MC Fantasy 301 2H I Art.  438 09 301

Crystal | 白色 | 00030 (DF)

Crystal AB | 白色幻彩 | 00030 (TC) (DF)

Jet | 黑色 | 23980 (U)

 标准目录产品

 起订量要求； 
关于详情，请联系宝仕奥莎销售办公室

MC Chaton Rose MAXIMA

Art. 438 11 615 
尺寸 ss 5, 6, 7, 8, 9, 10, 12, 16, 20

Art. 438 11 110  
尺寸 ss 4

全新颜色 I 全新镀膜

Crystal Lava | 水晶熔岩 | 00030 (TC) (DF)

Crystal Lava | 水晶熔岩 | 00030 (TC) (HF)

Crystal Red Flame | 水晶红火焰 | 00030 (TC) (DF)

Crystal Red Flame | 水晶红火焰 | 00030 (TC) (HF)

Erinite | 翠绿 | 50010 (DF)

Erinite AB | 翠绿幻彩 | 50010 (TC) (DF)

Erinite | 翠绿 | 50010 (HF)

Erinite AB | 翠绿幻彩 | 50010 (TC) (HF)

Deep Sea | 深海色 | 33400 (U)

Deep Sea AB | 深海色幻彩 | 33400 (TC) (U)

Deep Sea | 深海色 | 33400 (HF)

Deep Sea AB | 深海色幻彩 | 33400 (TC) (HF)

Sm. Sapphire | 烟蓝水晶 | 30010 (DF)

Sm. Sapphire AB | 烟蓝水晶幻彩 | 30010 (TC) (DF)

Sm. Sapphire | 烟蓝水晶 | 30010 (HF)

Sm. Sapphire AB | 烟蓝水晶幻彩 | 30010 (TC) (HF)

MC Heart MAXIMA 1H

Art. 433 68 615   
尺寸 mm 14, 18

Art. 433 68 301    
尺寸 mm 10

Crystal Red Flame | 水晶红火焰 | 00030 (TC)

 标准目录产品

 起订量要求； 
关于详情，请联系宝仕奥莎销售办公室

 这些附带水晶熔岩镀膜和水晶红火焰镀膜的产品
不能承受电镀或类似处理。

机切平底石美饰玛

机切单孔心形美饰玛 1H

Art. 438 11 618
尺寸 ss 30, 34, 4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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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8

10
 × 6

mm颜色 

Nacre Pear MAXIMA I Art. 131 50 011

梨形珍珠美饰玛

全新产品

Pearl Effect White | 白色珍珠 | 70000

Pearl Effect Cream | 奶白珍珠 | 71000

Pearl Effect Lt. Creamrose | 浅奶白珍珠 | 77000

Pearl Effect Creamrose | 奶白玫红珍珠 | 77500

Pearl Effect Rosaline | 玫红珍珠 | 77800

Pearl Effect Peach | 桃红珍珠 | 79000

Pearl Effect Vanilla | 香草黄珍珠 | 71600

Pearl Effect Gold | 珍珠金 | 78600

Pearl Effect Bronze | 古铜色珍珠 | 78800

Pearl Effect Light Green | 浅绿珍珠 | 75700

Pearl Effect Dark Green | 深绿珍珠  | 75800

Pearl Effect Lavender | 浅紫珍珠 | 72000

Pearl Effect Lt. Burgundy | 浅酒红珍珠 | 79300

Pearl Effect Bordeaux | 枣红珍珠 | 79900

Pearl Effect Red | 珍珠红 | 79500

Pearl Effect Dark Copper | 深古铜珍珠 | 78900

Pearl Effect Light Blue | 浅蓝珍珠 | 73000

Pearl Effect Blue | 珍珠蓝 | 73300

Pearl Effect Dark Blue | 深蓝珍珠 | 73500

Pearl Effect Light Grey | 浅灰珍珠 | 74000

Pearl Effect Dark Grey | 深灰珍珠 | 74500

Crystal Sage | 鼠尾草 | 72597

Crystal Malachite | 孔雀石 | 75695

Crystal Salmon Rose | 粉橙玫红 | 77175

Crystal Cranberry | 蔓越莓 | 79158

Crystal Aqua Blue | 水蓝 | 76345

Crystal Navy Blue | 海军蓝 | 76375

Crystal Ceramic Grey | 陶瓷灰 | 71455

Crystal Magic Black | 魔幻黑 | 72398

 标准目录产品

 起订量要求； 
关于详情，请联系宝仕奥莎销售办公室

电镀 类型

/04 铑

/05 钌镀

/07 镀金

/09 镀银

/0R 玫瑰金

现供电镀

限量版半宝石

型号 颜色 镀膜 镀底 漆面 尺寸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417 12 364 10220 - G 霜雾 25 x 18 1/18

417 12 364 23980 BrF U 霜雾 25 x 18 1/18

417 12 364 33400 - U 霜雾 25 x 18 1/18

型号 颜色 镀膜 镀底 尺寸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413 31 304 00030 - S 6 × 6 1

413 31 304 00030 VM Al 6 × 6 1

413 31 304 00030 - S 8 × 8 1/2

413 31 304 00030 VM Al 8 × 8 1/2

六角形半宝石

Kratiras 半宝石

型号 颜色 镀膜 镀底 漆面 尺寸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2 0034 10220 - G 霜雾 25 x 18 1/18

7192 0034 23980 BrF U 霜雾 25 x 18 1/18

7192 0034 33400 - U 霜雾 25 x 18 1/18

型号 颜色 镀膜 镀底 漆面 尺寸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2 0035 10220 - G 霜雾 25 x 18 1/18

7192 0035 23980 BrF U 霜雾 25 x 18 1/18

7192 0035 33400 - U 霜雾 25 x 18 1/18

镶嵌的 Kratiras半宝石- 2 圈

镶嵌的 Kratiras半宝石 - 1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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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17 24 29ss镀膜

4 ×
 2

5 ×
 2.

5
6 ×

 3
8 ×

 4
10

 × 5
15

 × 7
mm颜色 

8 ×
 6

10
 × 8

12
 × 10

mm镀膜

颜色 17 24 29ss

颜色 8 ×
 6

10
 × 8

12
 × 10

mm

Art. 435 14 111 
尺寸 mm 4 × 2, 5 × 2.5, 6 × 3

Art. 435 14 615 
尺寸 mm 8 × 4, 10 × 5, 15 × 7

MC Navette MAXIMA

机切马眼形美饰玛

Crystal | 白色 | 00030 (DF)

Crystal AB | 白色幻彩 | 00030 (TC) (DF)

Crystal AgF | 白银火焰 | 00030 (TC) (DF)

Crystal Vel | 天鹅绒 | 00030 (TC) (DF)

Crystal Hon | 蜜糖 | 00030 (TC) (DF)

Crystal Cel | 赛思安 | 00030 (TC) (DF)

Crystal BdF | 金黄火焰 | 00030 (TC) (DF)

Crystal Aur | 金色 | 00030 (TC) (DF)

Crystal StG | 星光金 | 00030 (TC) (DF)

Crystal CaG | 深金色 | 00030 (TC) (DF)

Crystal Apri | 杏色 | 00030 (BC) (A)

Crystal VL | 紫光 | 00030 (BC) (A)

Crystal VM | 七彩 | 00030 (BC) (A)

Crystal BBl | 蓝光 | 00030 (BC) (A)

Crystal Hel | 紫红光 | 00030 (BC) (A)

Crystal Lab | 闪银 | 00030 (TC) (DF)

Jet | 黑色 | 23980 (U)

Jet Hem | 赤铁矿 | 23980 (TC) (U)

Amethyst | 紫色 | 20050 (DF)

Aqua Bohemica | 深海蓝 | 60010 (DF)

Black Diamond | 黑钻石 | 40010 (DF)

Emerald | 绿色 | 50730 (DF)

Light Amethyst | 浅紫 | 20020 (DF)

Lt. Colorado Topaz | 浅黄水晶 | 10330 (DF)

Light Peach | 浅桃红 | 90300 (DF)

Light Rose | 浅玫红 | 70020 (DF)

Light Siam | 浅红色 | 90070 (DF)

Montana | 墨兰 | 30340 (DF)

Peridot | 橄榄 | 50520 (DF)

Rose | 玫红 | 70010 (DF)

Smoked Topaz | 烟黄水晶 | 10220 (DF)

Tanzanite | 藕荷紫 | 20410 (DF)

Colours AB | 幻彩颜色 (TC) (DF)

 标准目录产品

 起订量要求； 
关于详情，请联系宝仕奥莎销售办公室

提升质量

尺寸 ss 17, 24 尺寸 ss 29

MC Channel MAXIMA I Art.  431 11 616

机切水晶片美饰玛

Crystal | 白色 | 00030 (U)

Crystal AB | 白色幻彩 | 00030 (TC) (U)

Crystal Hon | 蜜糖 | 00030 (TC) (U)

Jet | 黑色 | 23980 (U)

Amethyst | 紫色 | 20050 (U)

Aqua Bohemica | 深海蓝 | 60010 (U)

Black Diamond | 黑钻石 | 40010 (U)

Emerald | 绿色 | 50730 (U)

Lt. Colorado Topaz | 浅黄水晶 | 10330 (U)

Light Peach | 浅桃红 | 90300 (U)

Light Siam | 浅红色 | 90070 (U)

Montana | 墨兰 | 30340 (U)

MC Octagon MAXIMA I Art.  435 34 222

机切八角形美饰玛

Crystal | 白色 | 00030 (DF)

Crystal AB | 白色幻彩 | 00030 (TC) (DF)

Crystal Hon | 蜜糖 | 00030 (TC) (DF)

Jet | 黑色 | 23980 (U)

Jet Hem | 赤铁矿 | 23980 (TC) (U)

Amethyst | 紫色 | 20050 (DF)

Aqua Bohemica | 深海蓝 | 60010 (DF)

Emerald | 绿色 | 50730 (DF)

Light Amethyst | 浅紫 | 20020 (DF)

Lt. Colorado Topaz | 浅黄水晶 | 10330 (DF)

Light Peach | 浅桃红 | 90300 (DF)

Light Rose | 浅玫红 | 70020 (DF)

Montana | 墨兰 | 30340 (DF)

Peridot | 橄榄 | 50520 (DF)

Rose | 玫红 | 70010 (DF)

Smoked Topaz | 烟黄水晶 | 10220 (DF)

Tanzanite | 藕荷紫 | 20410 (DF)

Colours AB  | 颜色幻彩 (TC)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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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电镀 尺寸 类型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3 9026 /xx 5 × 2.5 标准 5

7193 9036 /xx 6 × 3 镂空 5

7193 9046 /xx 8 × 4 镂空 5

7193 9056 /xx 10 × 5 镂空 1

7193 9048 /xx 15 × 7 镂空 1

机切马眼形美饰玛

镶嵌的水钻，手缝

镶嵌的水钻，珠宝爪杯

产
品

规
格

类型

弹性或棉质

边缘 

宽松，毛圈，填充，整洁

48 个颜色

16 个镀膜

8 宝石尺寸
个尺寸，从 ss 10 到 ss 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YSTAL NET

产品规格:

Art. 438 11 618
尺寸 ss 30, 34, 40, 48

Art. 438 11 615 
尺寸 ss 10, 12, 16, 20

尺寸 

最大尺寸为 70 x 160 cm

间距 

水晶之间的间距至少 1 毫米

定制生产 

最多 10 种不同大小和颜色的组合

颜色 

黑色、白色或混合色

应用 

适用于“缝合”“手缝”或“熨合”

型号 电镀 尺寸 类型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3 7006 /xx 8 × 6 标准 2

7193 7008 /xx 10 × 8 标准 1

7193 7010 /xx 12 × 10 标准 1

机切马眼形美饰玛

型号 电镀 尺寸 类型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3 9126 /xx 5 × 2.5 标准 5

7193 9136 /xx 6 × 3 标准 5

7193 9146 /xx 8 × 4 标准 5

7193 9156 /xx 10 × 5 标准 1

7193 9148 /xx 15 × 7 标准 1

机切八角形美饰玛

型号 电镀 尺寸 包装单位

ss 啰

*7113 3011 /xx 29 1

镶嵌的机切水晶片，2 圈

电镀 类型

/00 未加工

/01 镀银

/02 镀金

现供电镀

电镀 类型

/00 未加工

/01 镀银

/02 镀金

/03 黑色

/04 铑

/05 钌镀

/0R 玫瑰金

现供电镀
水晶网

型号 电镀 尺寸 类型 包装单位

毫米 啰

7193 7406 /xx 8 × 6 镂空 2

7193 7408 /xx 10 × 8 镂空 1

7193 7410 /xx 12 × 10 镂空 1

机切八角形美饰玛

*  起订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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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规
格

  形状   形状mm mm
1.3

0
1.3

0
2.0

0
2.0

0
2.5

0
2.5

0
3.0

0
3.0

0
0.8

0
0.8

0
1.0

0
1.0

0

  形状 mm
1.5

0
2.0

0
2.5

0

蓝色砂金石

3.0
0

金色砂金石

0.8
0

1.0
0

3.0
0

4.0
0

5.0
0

mm纳米宝石 

2.0
0

  形状

2.5
0

3.0
0

mm

mm

 锆石 

1.5
0

2.0
0

3.0
0

2.5
0

4.0
0

3.0
0

0.8
0

1.0
0

5.0
0

mm 锆石 

2.0
0

2.5
0

3.0
0

mm纳米宝石 

锆石和纳米宝石全新切割

纳米宝石 去蜡铸造

化学成分 Al2O3, MgO, TiO2, SiO2   |  玻璃陶瓷结构  |  硬度 7–7.5 °Mohs  |  密度 3–3.5 g/cm   |  折射率 1.62–1.64  | 耐热温度高达 1,100 °C / 2,012 °F  |  材料专由全球唯一生产
商 Formica Co., Ltd. 生产

锆石 去蜡铸造

化学成分 ZrO +Y O  |  立方体结构  |  硬度 8.5 °Mohs  |  密度 5.9 g/cm3   |  折射率 2.17  |  耐热高达 600 °C / 1,112 °F（黑色，海蓝色，深蓝托帕石，绿色高达 300 °C / 572 °F）

White | 白色 

Pink | 粉红色

White | 白色 

Pink | 粉红色

Buff Top Square

正方形包面切割

Snowflake

雪花形

Opal Honey | 蛋白蜜糖色

Topaz London Blue | 伦敦蓝托帕石

Tourmaline Blue Green | 青绿碧玺

Opal Pink | 蛋白粉红色

Opal Blue | 蛋白蓝色

Topaz Sky Blue | 天蓝托帕石

Buff Top Square

正方形包面切割
Snowflake

雪花形

其他目录形状和尺寸可根据要求提供。

蓝色砂金石： 
化学成分 SiO2, Na20 + K2O + CaO, CuO+SnO+ Fe2O3 | 硬度 5-6 °Mohs | 密度 2,58 g/cm3| 
耐热温度高达 750 °C / 1,382 °F

金色砂金石：
化学成分 SiO2, Na20 + K2O + CaO, CuO+SnO+ Fe2O3 | 硬度 5-6 °Mohs | 密度 2,58 g/cm3| 
耐热温度高达 750 °C / 1,382 °F

圆形 圆形

纳米宝石 去蜡铸造

圆形

坦桑石

圆形

碧玺

全新颜色

砂金石

全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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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宝仕奥莎的玻璃制作传统可以追溯近五个
世纪，起源于1548 年，在波希米亚的水晶
谷中，一个新兴的行业正在遍布北波希米
亚Jizera 山脉的作坊和工厂中崛起。它的
核心是一个叫做 Jablonec nad Nisou 的小
镇，1948 年，25 家独立的玻璃制造商聚集
在一起，建立了一家一流的水晶制造厂：
宝仕奥莎。

水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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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48年以来采用波希米亚工艺

我们向六大洲的广大奢侈品厂家、时尚和珠宝设计师、分销
商和生产商提供25,000多种不同形状、大小、颜色和镀膜的
高级水晶配件、锆石和纳米宝石。

精心制作

我们独一无二的水晶吊灯和照明设备为世界各地的豪华酒
店、皇家宫殿、私人住宅及游艇增添了一抹亮色。我们将传
统最高品质的波希米亚水晶与21世纪尖端技术和我们的
玻璃制造传统相结合，为任何室内设计提供全面、创新的
照明解决方案。我们将几个世纪精致水晶梦变为闪烁迷人
的照明设备。

捷克水晶珠

我们将传统捷克水晶珠和种子珠推向全球，遍布世界各地。
如今，传统捷克水晶珠和种子珠不仅用于奢华珠宝设计与
装饰刺绣品上，而且还是民族服装与传统配饰上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我们所生产的珠子具备完美的技术工艺以及丰富
的色彩和趣味性，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对其
青睐有加。这些珠子为任何其所装点的物件增添了一抹神
奇色彩。

水晶之美

我们的水晶珠宝及装饰品为世界各地追求高雅美丽的人士
带来喜悦。全球水晶珠宝产业的摇篮孕育了各式奢华珠宝以
及炙手可热的时尚配件。凭借历史悠久的波希米亚传统水晶
切割工艺，融入我们的现代化工艺技术以及最新的科技，我
们向世人呈现出高端优雅的美丽精华。

公司社会责任

宝仕奥莎不仅致力于成为水晶和水晶界的领导者，还十分
重视履行社会责任。我们是社会发展的坚强后盾，在我们所
有的业务操作板块全面实施欧洲社会模式。宝仕奥莎支持
包括透明化、消费者保护、商标、产业和知识产权以及公平
竞争政策等在内的可靠商务活动，并使之一体化。

包装上的水晶皇冠

我们的Vinolok玻璃塞可用于盛放葡萄酒、烈性酒、水或油
的玻璃瓶，尽显高雅与创意。Vinolok由纯净波希米亚玻璃
制成，对香气和味道绝无影响。除了完全可以防漏，Vinolok
的独一无二的材料属性以及完美的功能性使得葡萄酒仍然
可以缓慢呼吸。Vinolok玻璃酒瓶塞让品牌更显高端。

宝仕奥莎的世界

P
RE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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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仕奥莎的世界

迪拜  宝仕奥莎灯饰和水晶配件贸易分公司
中国香港  宝仕奥莎灯饰和水晶配件贸易分公司
中国东莞  宝仕奥莎灯饰和水晶配件贸易分公司
中国厦门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中国上海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中国义乌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新加坡  宝仕奥莎灯饰办事处
首尔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捷克亚布洛内茨  宝仕奥莎总部
英国伦敦  宝仕奥莎灯饰和水晶配件贸易分公司
俄罗斯莫斯科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美国纽约  宝仕奥莎灯饰和水晶配件贸易分公司
美国洛杉矶  宝仕奥莎灯饰办事处
美国亚特兰大  宝仕奥莎水晶配件办事处

HQLON

ATLLA

NY

DXB DG
HK

SEL

MOW

SIN

YW 
SH

中东 和 亚洲欧洲 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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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quarters
Opletalova 3197/17

466 01 Jablonec nad Nisou
Czech Re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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