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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 
或多或少反映了您的个性 
在我们的设计之旅，我们帮助您 

在经典、度假、现代和设计师 
四个包罗万象的主题中进行选择。 
每个主题又包含9种风格，您一定 

能从中找到适合您的风格。

只有您知道答案，或者您还不确定？
让我们来帮助您。

我们深信您的爱家是您个人风格的体现，并且， 
每个人都有所不同。您的个人风格既可能从墙壁 
的颜色或者一块新地毯中展现，也可能从您所重 
视的东西中体现出来，如您的背景，家人，文化 

甚至是您照片中记录的游览过的地方，或者是旅 
行中收集的奇珍异宝。

还是有些不确定？

我们简单有趣的互动小测试可以助您找到合适的风格。

现在就来做个小测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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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个新家是您拥有的一个机会，	
那就是完全按您想要的风格无需妥协	。

我们选色中心的资深设计师	
可以协助您了解您的整体风格属于经典、现代、	

设计师或者度假，以便最终确定您的专属风格。但是想要	
找到感觉，莫过于走进一间展示房，使您自己完	
全沉浸在所见、所感中，从而确定最终设计风格。

Porter Davis	展示房精致呈现36种不同的设计风格，	
我们建议您抽时间参观、浏览、坐下来并且吸收全部要素	

和环境以便创建不同的风格。

接下来是我们一些美轮美奂的展示房样板，我们坚信您可以	
从中找到最适合您的风格。

哪一个

适合

主题

您？

风格
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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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这间展示房

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porterdavis.com.au 
网站，获取更多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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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彩筑梦 Porter Davis x Coco Republic

橄榄绿色瓷砖辅以青铜色五金件	
给浴室带来一种朴实、接地气的	
氛围。

独立式浴缸上方的特色照明	
创造了一个精致又实用的空间。

经典风格的边桌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设计。

轻柔的灰色大理石地砖和	
配套墙体使设计栩栩如生。

Porter Davis  
x Coco Republic

为庆祝我们与知名设计公司	Coco Republic	合作	10	年，我们再次联袂打造长滩Astor奢华系列住宅。	
这样一个时尚、高端的大师之作，一定会让您一见倾心，流连忘返并深深喜爱。

Coco Republic	以其无可挑剔的设计、独特的风格和卓越的品质而闻名于世。	
Coco Republic	的设计师们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采用朴实的色调	

和有机的材质，引入设计元素和材料。

带条纹的	V	型面板	
和“荒野”色调橱柜	
为整个厨房营造出强烈的	
醒目且精致的设计风格	。

软灰色豪华大理石台面	
与天然木地板交相辉映。

黑色的五金件和龙头	
把精致的细节又提升	
了一个高度。

法国橡木地板在家中一层	
地面美丽地延申。

详见 The Astor Grange 54 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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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经典 详见 The Mont Albert Grange 57



经典
主题

准备好体验全新经典室内设计了吗？ 
充满结构和平衡，我们的经典风格赋予极其 
丰富的质地和饰面可以选择，其灵感来自大 

自然的调色板。这是对称和顺序的平衡，经典风格的 
爱好者可以享受一个完美平衡各项设计元素的家。

风格

汉普顿葡萄园

长岛

汉普顿

巴黎

海德公园

佛罗伦萨

巴塞罗那

科莫湖

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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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华丽细节的世界， 
古色古香的器物和奢华精致的织品 
营造出极致的 

繁复和简洁	

毋庸置疑，我们的经典主题设计风格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借助于时尚和传统的交融，我们的经典室内主题专为追求
永恒的设计和极致的简约爱好者量身打造。古典主义把
平衡和对称称之为美，其设计和灵感来自古希腊和罗马，	
精华在于用简洁的线条和形状勾画出家的自然建筑细节。

然而，如何确保古典风格的家不显得过时呢？Porter 
Davis 的经典主题风格赋予古典风格以现代摩登感。	
在这里您会发现，18 世纪欧洲风格与现代时尚相互映衬，	
以保持绝对的新鲜感。

在这里，颜色、饰面、家具和装饰，所有具备永恒特质的
东西都依赖于从某个时代或者潮流中借鉴元素。过去流行
的东西为未来提供创意，当一个家充满昨天、今天和明天
的印记，它即是我们为您打造的独一无二的迷人住宅。

在我们的经典主题中，您会发现九种室内风格的灵感来
自世界各地令人叹为观止的旅游胜地。从美丽的海岸到
活力四射的都市，我们的汉普顿，汉普顿葡萄园，长岛和
曼哈顿都是纽约风格，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将经典的白、
灰两色与实木元素进行各种组合，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我们的长岛风格其灵感来自于家离沙滩几分钟的生活画面。	
在一个豪华社区过着一种休闲的生活，这个家要求具有
高质量的材料，可以承受小脚丫带回家的沙子和海水。
您会发现天然橡木窗框与挺阔亚麻窗帘一起构成经典
设计风格。橱柜是永不过时、柔和的蓝色和灰色，既扩大
了空间又使家带有些许历史感。窗框和门把手是现代家
庭喜爱的黑色元素，这一设计将经典推向新的高度。

我们的欧洲风格经典款式同样永恒时尚。我们的巴黎风
格其特征是古典华丽的家具，天然石雕是我们巴塞罗那风
格中的一个突出元素。拉丝黄铜细节和传统建筑样式定
义了我们的佛罗伦萨风格。您会在我们科莫湖设计中发现
最华丽的纹样织品。最后，精致的中性到暖色调的木材为
我们经典的英国海德公园风格画上了完美的点睛之笔。

发现我们经典室内风格的美丽和优雅。

“建筑应该反映它所处的时代和地域， 
但又具备永恒性。”

弗兰克·盖里
建筑师

探索更多经典主题

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porterdavis.com.au 
网站，获取更多经典

主题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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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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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Astor Grange 54

格调小贴士

用古董家具紧靠一面洁白
的墙来创造平衡感。

把海岸风和古董元素相结
合来营造永恒的空间。

少即是多。远离繁杂的
样式、形状和空间。

本白色沙发呈现	
简约的永恒风格

墨水蓝给空间增色

纯色海岸风和经典	
的装饰形成完美的	
画龙点睛之笔

深色实木边桌使空间	
具有大自然的气息

大号台灯成为引人注目	
的视线焦点

经典设计的床头板	
背靠凹陷型深色墙壁	
是新与旧的绝佳融合

花卉图案向经典致敬，	
同时混搭深深浅浅的	
蓝色海洋风

镶板墙裙是极为显著	
的汉普顿风格

汉普顿	
没有什么比在汉普顿度过一个夏天更奢华的了。	
这个海滨度假胜地位于纽约市东部，拥有宁静的景	
色、世界一流的美食和专为富人打造的海滨豪宅。	
并且，汉普顿的设计风格作为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	
外观之一而受到所有人的喜爱。混合轻质橡木木材和	
白色家具，这种风格休闲轻松，但高端而精致。它符	
合我们的经典主题，带有些许的亚麻和天然材料以及	
丰富的纹理，营造出优雅的氛围。经典的中性色调搭配华	

丽的踢脚线和石膏线突出了主题，同时通过传统的条纹样式和	
丰富的蓝色色调引入了海岸元素。

古色古香的蓝色扶手	
椅镶有一圈传统的按扣，	
代表对称与平衡

九宫格吊顶	
增加庄严感

华丽的吊灯使场	
景更具装饰性

楼梯是深色实木	
配白色栏杆

黑色壁炉与白色	
要素形成美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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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详见 The Dunedin 29

详见 The Hoffman 39

详见 The Dunedin 29

汉普顿葡萄园
其灵感来自于长岛风景如画的葡萄酒产区，那里	
连绵起伏的山谷与宁静的海岸线相得益彰。	

这个外观将清新的汉普顿灰色和白色色调相结合，	
带有鼠尾草、橄榄和紫葡萄的泥土气息。	

自然元素通过石材覆层，中性色调的实木家具和	
橱柜表现出来，人字纹的细节和流行的花卉和格	
子图案是从经典的美学中汲取的灵感。	

轻柔的亚麻窗帘时尚低调

独特的装饰将具带有葡萄园风格的鼠尾草和橄榄元素引入空间里

花卉和格子图案的靠垫古典气息浓厚

醒目的吊灯	
营造出更前卫的外观

色调印花赋予空间	
协调统一感

绿意盎然点亮空间	
并使其生气勃勃

结实的橡木餐桌	
与黑色餐椅完美映衬

浅色实木地板与白色汉	
普顿共显清新气息

玻璃门后的酒架艺术	
气息浓厚，彰显	
葡萄园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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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经典 汉普顿葡萄园 详见 The Hoffman 39

格调小贴士

使用中性色，夹杂一些	
蓝色，鼠尾草和紫葡萄元素

使用海洋风元素与经典的	
材料和装饰做对比，以增加	
趣味性

造型橱柜门是典雅	
的经典设计

古色古香的铜质吊灯极有格调

柔蓝色瓷砖既古典又具海洋风

白色细木橱柜与镍	
把手增加了优雅的感觉

超大岛台更加深了	
汉普顿葡萄园风格

大玻璃窗提亮和加大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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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Plaza Grange 51

科莫湖	
凭借低调的优雅和独特的感觉，科摩湖畔是	

一个自然的天堂，有着好莱坞精英式的浮华和魅力。	
我们的同名设计也不例外。其灵感来自这个湖畔	
小镇的新古典主义别墅，华丽的纹理、天然石材	
和高档木地板使永恒的古典风格融入现代美学理	
念，在最奢华的环境中焕发生机。刚健底色和	
海洋蓝调，飞扬的鼠尾草和各种灰色的集合，	

将精致发挥至极。

哑光黑色配件和龙头	
营造一种大胆的感觉

经典天然石材瓷砖使白	
色和灰色更显档次

现代风格的浴缸与	
古典风格的边桌相互映衬

软帘使自然光线透入

豪华的布餐椅与传统	
纽扣细节营造出用餐氛围

餐桌的大理石台面与	
深色实木立柱使古典氛围满满

黑色窗框的三扇玻璃窗	
烘托出祥和的大自然背景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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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Waldorf Grange 49
华丽的、带黄铜细节的古风	
家具感觉非常高端

浅色木质家具带有自然元素，	
使空间更开阔

轻尘飞扬的鼠尾草式样的装饰	
营造出温馨宜人的卧室环境

制作精美的黄铜枝形吊灯	
在发表华丽的声明

柔和的淡绿色墙壁祥和舒适

高级的金丝绒靠垫使空间	
看起来更优雅

哑光黑色窗框是现代美学元素

人字形地板打造优雅入口

九宫格屋顶流露古典元素

方块造型墙壁带来	
又一种精致体验

大面积实木桌子与	
真皮扶手椅相互映衬

一个舒适和惬意	
的角落

格调小贴士

现代风格与古典风格相	
融合的家具给经典式样	
以流行元素

古典风格的墙板造型给	
家具提供了优雅且永恒	
的背景

漂亮的工艺品致敬	
经典美学

经典 科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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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岛	
这种豪华，悠闲的海滩风格捕捉了长岛的魅力和	
蒙托克的当代文化。在这里，喧嚣的都市生活消失，	
惬意的海滨生活开始，这种样式的室内设计为精致	

的海滨生活奠定了悠闲的基调。	
经典的汉普顿风格通过标志性的美国白色、柔和的	
灰色和海军蓝色加以深化。风化橡木家具与深色实木	
地板形成对比，并且与经典风格元素如亚麻沙发、柔	
软的薄纱和白色百叶窗相结合，提供了独特的外观。

详见 The Sheraton Grange 54

一张白色柳条咖啡桌	
与经典元素形成鲜明对比

柔软的纱帘充满中性色调，	
透出窗外树影婆娑

灰白、浅蓝色家具加上有纹理	
方毯使空间极其奢华

水晶吊灯宣扬着	
永恒的经典腔调

窄条镶嵌防溅瓷砖使这个区域	
像一件艺术品

金色水龙头增添奢华味道

黑白图片点缀乐趣

天然灰色大理石地砖	
极尽奢华之能事

白色柳条餐椅与橡木餐桌	
形成对比和景深

现代风格白色实木屋顶使	
柔光充满这个空间

白色精致折叠拉门使	
空间自然过渡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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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Sheraton Grange 54

格调小贴士

风华橡木与深色实木使	
经典氛围浓郁

柔软的罗马帘、窗纱和	
百叶窗增加了精致感

有丰富纹理和釉面光泽	
的陶瓷制品和绿植使	
经典气息更浓厚

罗马帘极尽温柔之能事

豪华铜质细节营造古典风

浅蓝色浴室柜以灰色打底

独立式浴缸使放松方式	
都尽显奢华

经典 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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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Mont Albert Grange 56

巴黎	
像爱情之城一样迷人和浪漫，巴黎风格华丽优雅，柔和细腻。	

古典家具与柔软的亚麻织物相称，泛出淡雅的鸭蛋清和柠檬黄的颜色。	
传统工艺品，古董件和华丽的踢脚线共享这座历史	悠久的法国都市的美丽。	

经典的建筑元素增加了装饰的贵气，而适度的黑色	营造出一种大胆而高贵范儿。

大面积的蓝色天鹅绒	
软脚凳增添一丝奢华

基础的软灰色和白色	
定义了经典风格

一盏醒目的吊灯带着	
黑色细节制造了一些戏剧性

奢华面料上	
有暗扣细节

粉红色调和花朵细节	
营造一种柔和浪漫的感觉

柔软的窗帘过滤光线	
漂亮地环绕着房间

格调小贴士

将铁艺元素融入	
古典奢华风格

以巴黎主题的艺术品	
做装饰

床品选浅色调

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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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The Mont Albert Grange 57

浅色人字纹木地板	
散发着优雅

古董黄铜和陶瓷	
装饰适合这种风格

软布餐椅	
完美地映衬实木餐桌

富丽堂皇的深色实木楼梯	
与白色墙壁形成鲜明对比

镶板墙壁凸显建筑趣味

经典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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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迷人而浪漫，我们的佛罗伦萨 

室内风格唤起了意大利悠久的历史 
与文化。天然木地板、石材 

墙壁和温暖的细节，加之橄榄和陶土的味道， 
将古老的奢靡与现代的摩登完美融合。

海德公园
位于伦敦市中心肯辛顿宫，海德公园独 

享其个性风格。受传统和皇家标志的启发， 
我们的海德公园风格拥有精致的地板、 

华丽的壁炉、豪华的窗帘和大理石装饰。

曼哈顿
让我们来上一堂摩登时尚课。	

我们的曼哈顿风格散发着简约优雅的都市风。	
或圆润或线形，你会发现一丝忧郁的色调。 

奢华的镀铬细节和做工精美的织品， 
都在向经典致敬。

巴塞罗那
历史悠久，注重设计， 

我们的巴塞罗那风格是暖色调的家， 
特色石雕、乡村风格的地板和木制家具， 

点缀一丝黄色和红色的装饰，它包含 
一切西班牙的海滨城市所拥有的要素。

经典



主题

设计师
用我们富有艺术气息的设计师风格将您的家打造成一件艺术品。	
对于才华横溢和富有创造力的人来说，这种设计风格提供了源自	

世界各地时尚走廊和设计之都的理念、想法和风格。

风格

汉普顿艺术长廊

迈阿密海滩

米兰

第五大道

芝加哥

伦敦

布拉格

阿姆斯特丹

哥本哈根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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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
独创性和

远见卓识的盛典。

“现代主义者在‘形式 
为功能服务’之外追求 
严谨和诚实，创造开放 
外在的空间，并形成一 

种艺术形式。”
Lee F. Mindel

建筑师

变幻莫测、个性独特且大胆新潮的时尚品味，我们的设计师主
题是献给那些浸润在艺术、设计和文化气息中的冒险家。	
受时装秀和世界级设计的启发，这个主题围绕着手工技艺的
理念打造。通过创新的内饰和当下流行的色彩，我们将时尚	
带入生活之中。

在这个主题下有九种艺术风格，很难不被他们精
致的美感和迷人的特质所吸引。但再深入一点，
您会发现每一种风格都是生动的艺术画廊，汇集
着独一无二的收藏品和大量设计师细节。

这个由	Porter	Davis	定义的独特主题是将当代和经典作品与
设计历史交织在一起的完美融合。从过道到房间，您会发现	
不拘一格的色调和画廊风的艺术品，以及
旨在彰显个性的前卫家具和饰面。

我们的汉普顿艺术之家风格是设计师对经典全美汉普
顿风格的时尚现代演绎。一切都紧扣着灵感艺术作品
带来的质感和奢华，为奢华空间奠定基础。精美的建筑
细节与墙壁和装饰中的干枯玫瑰色相互平衡，显出精
致的基调，而单色和大理石马赛克瓷砖则营造视觉趣
味。黑色与黄铜金属元素贯穿始终，无惧打破常规。

我们的米兰设计灵感源自这座意大利城市本身，一座被誉
为世界时尚之巅的创意宝库。带着复古色彩和奢华珠宝的
基调，这是一种值得所有人关注的风格。我们的第五大道风
格结合了令人惊叹的深色实木家具与细节精致考究的精美
面料，从中您能体会一种新的奢华。历史悠久的不列颠大英
帝国在我们精心打磨的伦敦风格中得到升华，其中，现代和
工业色调与流行的原色、装饰和艺术品相结合。我们的哥本
哈根主题拥抱中世纪丹麦风格，而迈阿密海滩主题别致有
趣、具有复古艺术的装饰风格。您将通过我们的阿姆斯特丹
主题学习卓尔不群的艺术风格，而我们的芝加哥风格则致敬
爵士时代。最后，美丽而历史悠久的捷克共和国首都拥有传
统细节和风化木地板，这是我们布拉格风格的灵感来源。

臻至完美。

从我们的室内设计师风格中发现无尽
的灵感和无限的创造力。

我们的设计师主题提供受世界 
顶级时尚设计之都启发的住宅， 
极具视觉启发性。这终究是为 
时尚引领者打造的室内主题风格。 

探索更多设计师主题

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porterdavis.com.au 
网站，获取更多设计师

主题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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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镀铬吊灯极好地展示了设计师风格

现代风椭圆形镜子创造不
同形状间的有趣对比

大胆使用的深色浴室柜与白色
大理石防溅板相映成趣

陶瓷装饰花瓶增添一丝优雅品味

深巧克力色饰板	
使人感到温暖和	
华美

哑光黑色极简	
且摩登

大理石外观的瓷砖	
从地板延伸到天花	
板，增添一抹奢华

第五大道	
永远如此优雅和独特的上东区抓住了高端时尚，	
风格和奢华的精髓。我们的第五大道风格也别	
无二致。在此，您能发现富有精致细节的家具	

和饰品。浓郁的深色木材与华美的灰色织物交融，	
打造独一无二的设计师住宅。带有特殊纽扣细节	
的天鹅绒软垫床头令人久久难忘，而黑白摄影则	
延展了空间。这就是风尚诞生的地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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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的面料和带有钉扣	
细节的白色软垫沙发	
增添优雅

黑白抽象艺术品	
极富现代色彩

浅灰色薄纱漫射光线，	
营造柔和氛围 现代风格壁炉聚焦视线

勃艮第酒红色的天鹅绒靠垫低调奢华

由黑色点缀的白色大理石家具加深了这种风格	

格调小贴士

大理石与哑光黑色组合具备现代感

白色到石灰色的基础色调贯穿始终

运用蒂芙尼蓝、午夜蓝和梅子红

天鹅绒的华美突显家具中的设计感

炫彩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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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小贴士

中世纪风格的家具	
诠释这一摩登而优雅的主题

橡木和胡桃木混合打造出	
自然的设计感外观

烟绿、雾霾蓝和琥珀色调	
点缀使这种风格贴近生活

拉丝黄铜装饰完善每个细节，	
宣扬完美主义

哥本哈根
受到以世界一流设计闻名的城市的启发，	
我们的哥本哈根风格彰显极简、朴素和	
低调的美。用有机的精美木材和天然织物	
充分反映大自然，唤起了心灵的平静。高	
品质的陶瓷和不拘一格的艺术品与实用美观	
的家具形成鲜明对比，让中世纪丹麦风格的	
爱好者们感到宾至如归。这种北欧简约风格	
强调干净的线条，使您的家自然而然地充满	

现代感。

简洁的线条和清新的木质	
橱柜摩登而温暖

清新的白色和灰色与天然	
木材相结合，让人感觉	
轻松而现代

窄条马赛克瓷砖防溅板	
散发着现代简约的气息

带有金色细节的柔和绿色壁纸	
增添设计师的质感和趣味

哥本哈根风格由中世纪风格的	
户外家具定义

烟绿、雾霾蓝和琥珀色为空间	
带来勃勃生机

舒适的壁炉提供轻松怡然的	
氛围

具有现代风和艺术气息的	
吊扇贴合设计师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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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绿色和琥珀色调的中性色	
营造出轻松舒适的风格

将棕色皮革靠垫与柔
软的亚麻沙发搭配，营
造出微妙的现代感

拉丝黄铜家具细节
带来一流元素

炫彩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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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

设计师 哥本哈根



汉普顿艺术画廊
将天堂般的汉普顿风格与奢华的	
设计师风格相结合，这是重新构想	
的标志性全美式外观。单色调占据	
主导地位，伴随着雾霭蓝、深靛和	
一点玫瑰色，营造出微妙的对比。	
柔软感通过天鹅绒、亚麻织品、丝	
织地毯和精致的刺绣手法引入。	
画廊风格的艺术品环绕着整个空间，	
而拉丝黄铜装饰和大理石马赛克瓷砖	
营造出精致的氛围。它的优雅，将经	
典的海洋风设计提升到新的设计高度。

造型镶板的墙板优雅而奢华

画廊陈列级别的艺术品和	
摄影作品致敬设计师主题

花卉靠垫和深蓝色床毯相互	
交融，打造汉普顿风格的卧室

格调小贴士

带有经典细节的木质家具将	
定义整个空间

有图案的陶瓷地砖为汉普顿	
风格的浴室带来额外质感

大理石和天然石材在醒目的	
黑色家具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深色实木岛台长凳中窥见大胆的	
设计师风格

深色木地板与清新的白色橱柜	
形成美丽的对比

黄铜吊灯是设计上的经典元素

现代餐椅为空间注入摩登感

单色家具和装饰营造出视觉上	
极具吸引力的精致空间

大理石和天然石材的基调具有	
浓郁的设计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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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马赛克瓷砖为厨房	
增添色彩和乐趣

格调小贴士

不要害怕将淡雅色彩与	
充满活力的流行颜色混合

这种格调的奢华艺术品	
会让您感觉宾至如归

通过混合现代魅力和复古	
装饰品添加趣味

装饰艺术风格的家具以黄铜和	
胡桃木为特色

弧形白色沙发营造出真正的	
复古风格

镶板的墙裙有助于为整个房间	
设定基调

潮趣的装饰元素带您回到往日	
时光

迈阿密海滩
除了灿烂的阳光、海浪和沙滩，迈阿密以其装饰艺术风格	
建筑和最新潮的设计师时装而闻名世界。世界各地的潮流	
引领者都会深深爱上我们有趣而时髦的迈阿密海滩风格。	
不适合墨守成规的人，这里是带有复古装饰味道的现代魅	
力风格。充满活力的家具和大型奢侈艺术品，混合明快色调、	
浅色木材、镀铬元素和新奇装饰才能定义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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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强化复合地板和流线型		
橱柜为空间营造出迈阿密	
海滩的氛围

天然的白色石材台面醒目	
且熠熠生辉

复古餐椅描绘鲜活色彩 超时髦的装饰品和迈阿密海滩	
摄影作品将整个空间融为一体

中古风格的吊灯营造出	
浓浓的复古范儿、

炫彩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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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
灵感直接源自世界时尚之都；这种令人印象深刻且博人眼球	
的风格适合那些认为家应该像一件艺术品的人。米兰风格的	
住宅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元素、画廊风格的艺术品和带有	
复古气息的豪华家具。深色实木与石材、灰色和黑色织物混合，	
营造出强烈的基础色调。些许的黄色装饰和繁复的壁纸打造出	

真正的华美质感。

华丽的金色吊灯营造奢华感

白色石质台面和橱柜使厨房	
明亮通透

哑光黑色灯具带来设计师	
元素，融合经典与摩登

大理石外观地板增添现代感

人字形防溅瓷砖墙美丽而醒目

不拘一格的黄铜凳子	
为白色基调增添质感和色彩

格调小贴士

金色点缀在浓郁的	
深色木材色调之中，	
是设计艺术天堂中	
的完美搭配

皮革、天鹅绒和纺织品	
家具等不同纹理相交融，	
打造艺术感外观

通过柔软的家具和	
装饰物添加星星点点	
璀璨色调

大量的镶木地板紧扣	
设计师主题

设计感家具采用	
黑色调，彰显摩登风格

皮椅与布艺沙发混搭，	
打造独特外观

明黄、炭灰和海军蓝	
充满复古气息

悬挂的画廊级别灰黄
色调艺术品轻而易举
带来设计师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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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
布拉格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	
是一座会让您屏住呼吸的美丽	

城市。我们受这座号称欧洲宝石之城	
启发的布拉格风格也将如此。暖色木质	
和深色石材饰面定义了这种设计师风格。

伦敦
这是高端奢侈品与地下工业相遇的地方。	
我们的伦敦风格将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	
在装饰和艺术品中找到柔和灰色基色，探索	
其中带有纹理的木材以及大胆新潮的原色。

芝加哥
我们的芝加哥风格散发着标志性	
的都市美学，致敬这座城市悠久的	
爵士乐俱乐部历史和装饰艺术风格	
的建筑。暖灰、墨蓝和炭灰构成的精	
致色调创造出完美的幕布，让中世纪	
风格的家具、浓郁的深色木材、大幅	
艺术品和个性特色墙水乳交融。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拥有独一无二的	
设计氛围，是一座注定要激发	
灵感的创意城市。我们的阿姆	
斯特丹风格提供了工业风元素的	
独特融合，是工匠精神和天然材料	
的庆典。请想象这个别具一格的	
中性风格，由家具、大型抽象	

艺术品和混凝土外观地板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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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度假
想去热带旅行吗？从我们的度假村中选择一种风格	
主题为您去假日天堂的单程票。灵感来自世界上一些	
最美丽的度假村，这个系列完美地融合了纹理丰富和	
带有沿海色调的图案面料，营造轻松、愉快的生活情趣。

风格

汉普顿海滩俱乐部

巴厘岛勒吉安

马尔达夫

波特西海岸小屋

棕榈湾

卡普里

圣灵降临节

马里布

巴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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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幻的海滩，无尽的阳光， 
空气中弥漫着安宁的幸福感。 
这是一个心灵舒缓的夏日之旅，

无以伦比的安静祥和。 

但是为什么假期一定要结束呢？用我
们的度假村室内主题设计自己的家，
使之成为您自己的度假天堂。

从世界各地最豪华的海滩汲取灵感，我们的度
假村主题轻易地捕捉到了大自然的美丽和永无
止境的夏日。专为热爱悠闲生活和海岸风格的人
设计，在家就可以重筑您的梦想假期。一种混合
了海洋色调和阳光普照的中性元素、原材料和
天然面料的设计，辅以充足的阳光和自然光。

虽然市场上有很多海岸风设计，但Porter Davis
度假主题以简约和历久弥新而令人耳目一新。拒
绝附庸趋势和陈词滥调，我们的主题系列提倡简
洁的美学思维，它们包含当代特色的线条，抛光
的颜色和原始的、被郁郁葱葱的绿植环绕的编
织饰面。你会发现阵阵夏日色调、舒缓的图案以
及些许黑色挑战这种流行风格中的传统观念。

避暑胜地的精髓在于在开放式设计，营造空
间感和享受室内、室外生活。一切都是为了
以最奢华的方式舒服和放松。这正是你会
在我们九种度假村风格中找到的风格。

在我们的棕榈湾，少即是多。从凯恩斯北部海滩
的天然奇观中汲取灵感，它创造一个空间，您可
以让放松的感觉洗涤您的身心，让一天的烦恼
和压力消失无踪。现代藤编家具、周围环绕柔和
的色彩并且点缀淡淡的金色元素，这些都使您
遁逃到豪华舒适的所在。温暖而柔和的绿色交
织着瓷砖，橱柜，水洗木材谷物和海岸风格的地
板。这是理想的放松、充电和恢复活力之所。

绝对的休闲与放松，我们的巴厘岛勒吉安设计
是散发着平和与宁静气息的热带别墅风格。在
此，您会发现雕刻的实木、石材与美丽的巴厘岛
家具。来我们的马里布设计探索极具复古风情
的极乐滨海风或采用深色木材和现代装饰的奢
华升级版巴哈马设计。如果你一直梦想在汉普
顿度过一个夏天，我们的汉普顿海滩俱乐部风
格提供了一个精致的海边遁世之所。富有历史
和文化氛围的卡普里岛设计带来质朴的魅力，
而中性色调的实木和水晶蓝讲述了我们的圣灵
群岛风格。洁白的沙滩、碧绿的海水加之藤条、
实木和礁石元素，这些使我们的马尔代夫设计
焕发充沛的生机和活力。对于极简主义者来说，
我们的波特西海岸小屋风格有机结合了设计师
和度假村元素，是一个真正时尚的豪华住所。

探索美丽、简约，焕发大自然海岸
魅力的度假村内部风格。

“设计正在攫取一个人的真实的生活方式， 
反映一个人在周围环境中所处的真实位置。 
房子不应该只是叠加在一起简单地呈现， 

而是可以为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助燃。”
Albert Hadley
室内设计师

探索度假主题

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porterdavis.com.au 
网站，获取更度假

主题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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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镶板定义了这一	
精致的度假风格

大型热带植物为空间	
带来生命和色彩

少量的黄色和蓝色装饰	
让人感觉生动有趣和	
心情豁然开朗

自然风的画品镶在	
实木镜框内，将这一	
风格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迷人的蓝色调通过家具和	
装饰带来一丝沉静

轻柔的薄纱均匀	
漫射自然光线

浅色天然实木地板	
让人尽享海洋风

精制的柳条元素实现	
海滩美学

装饰性海洋风花瓶有助于创建海滩主题

大量的绿植有助于提亮空间

暗条橱柜面板让您体验悠闲的汉普顿风格

开阔的窗户让充裕的日光倾泻而入

柔和的灰色台面和防溅板平添豪华大气

汉普顿海滩俱乐部
海洋风、豪华和一如既往的精致。我们的汉普顿海滩俱乐部风格将	
海洋风设计带到了迷人的新高度。灵感来自于位于长岛东端的独家	
海滨度假村。整个风格以基础色调为中心，呈现出的清新的白色与	

穿插着明亮的蓝、黄色的浅灰色为您提供一处愉快的假期居所。浅色天	
然木材搭配柳条家具营造出度假生活的气息，而轻柔的薄纱和低沉的照明	

则为其增添了一丝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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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小贴士

让明快的白色和柔和的灰色	
占据室内色彩的中心

天然有机质地的家具营造出	
淡淡的海洋风氛围

用浅色自然木材和彩绘家具	
来填充空间

柔和的蓝色橱柜和	
白色带纹理的防溅板

海滩摄影装饰着墙壁，	
营造出清新度假范儿

天然的石材瓷砖

平和的白色带有	
柔和的蓝色色调

融合了汉普顿风格的	
白色百叶窗

柳条元素是妥妥的海洋风

现代壁炉为其增添额外	
的舒适感

现代大理石茶几

炫彩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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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马
拥抱休闲生活的岛屿。探索一个优美的时尚且豪华别致的海洋风	
设计。自然和谐的明暗光线、深色实木和哑光黑色与灰白色和	

柔软的棉麻相融合是我们巴哈马风格的特点。环绕于周围郁郁葱葱	
的热带植物、纹理丰富的自然石材和现代植物风格的艺术品创造出	

一种凉爽而又有着摩登奢华感觉的度假胜地。

受大自然启发的装饰	
图案个性十足

具有柳条特色的户外家具	
和白色亚麻布是海洋
风设计的缩影

实木物件将您带入度假屋

黑色吊扇增加了摩登、	
现代的观感

四周环绕着新鲜绿植的	
天然纹理石材让您尽情	
拥抱岛屿生活

格调小贴士

以灰白色为基调的深色实木	
确定了这一风格

带有柳条和藤条触感的家具	
搭配现代元素创造出独特的	
视觉效果

新鲜的绿植和树叶为每个空间	
注入生命和色彩

天然石材防溅板带来	
朴实接地气的元素

深色实木吊柜引人注目

黑色藤凳是海洋风	
与别致时尚的完美结合

简约的白色橱柜提升空间感	

海岸风工艺品使巴哈马	
主题活灵活现

深色实木元素新颖而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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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代夫
从碧绿的海水到白色的沙滩，马尔代夫的魅力与迷人是无可想象的。受这片富有的	
绿洲的启发，我们的马尔代夫室内风格为每个空间都带来平和与宁静；木材、石材、	

白色定义了清爽的海洋风。木材和具有度假风格的藤条家具用于创造该风格的基础色调。	
石材用于强调自然并为墙壁和地板带来富丽堂皇的气氛。最后，通过轻柔的薄纱、	

百叶窗和亚麻布，白色的基调营造了淡雅清新与惬意放松的感觉。

浅色实木和灰色柳条家具为其	
提供现代海洋风设计思路

靠垫上的蓝色色调直接源于大海的灵感

热带植物和白色陶瓷营造出了	
明亮、灵动的感觉

格调小贴士

打造干净简洁的线条和	
整洁的空间

清新的白色亚麻床品	
清爽大气

石材或玻化瓷砖为空间	
注入自然元素

白色基调和实木	
创建简约美感

白色天然薄纱为	
空间带来一丝柔美平和

藤条的纹理与质感	
用以营造视觉趣味	
并定义马尔代夫风格

大理石桌面和实木桌腿	
融入了自然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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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石头台面和防溅板点	
亮整个浴室

柔和并具有流线型的木制	
橱柜有助于扩展空间

复古风格的镜子增添	
奇特有趣的元素

柔和的装饰展现鲜亮	
的色彩

度假风格的柳条床头

珊瑚和薄荷的色调

带有一丝金色的复古式吊灯

现代哑光黑龙头与其他元素形成强烈对比

一抹蓝与绿使您感觉新鲜和诱人

色彩缤纷的海岸摄影让您感到宾至如归

明亮而大胆的绿松石镶板墙壁质感满满

浅蓝色天鹅绒圆踏带入复古风格

淡粉和明蓝图案靠垫增添个性

白色休闲的亚麻沙发营造轻松的度假氛围

格调小贴士

不拘一格的流行色彩	
和图案使这种风格	
栩栩如生

添加带有复古范儿的	
艺术品和装饰

深、浅实木地板与	
橱柜相结合

马里布
沿着南加利福尼亚州风景如画的海岸线做设计笔记，	
我们的马里布风格表达了一种最绚丽的复古海滨别墅	
风格。那是旧与新相遇的地方，也让沙滩、阳光和海洋	
的怀旧之情通过颜色、质地和装饰而变得真挚动人。	
历史将质朴的墙壁造型、复古工艺品以及多彩的图案	
等元素拼凑在一起。这是一次有趣并全新的海岸风设计，	

如同海风吹拂一般轻快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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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墙壁为近乎全白	
的空间增添质感

卡普里
演绎着百年别墅的神奇与神秘的卡普里岛，	
其不拘一格的外观为观者提供了令人着迷的	

历史与文化的融合。以砂岩和石灰石为基础色调，	
我们的卡普里岛风格以质朴的家具和清新的蓝色、	
柠檬黄与粉红色交织在一起的装饰为特征。

格调小贴士

通过色彩鲜艳的装饰来	
增添乐趣

以白色为基础色调，探索不同的	
质地以此来增加设计深度

现代与乡村家具混搭	
会让这种风格大放异彩

白藤半月床头带	
来假日气息

色彩柔和的时髦	
床盖和珊瑚靠垫

配套的床头桌与镂空	
雕刻的白色台灯

室内绿植盛放的花朵给	
空间装点鲜艳的色彩

现代与乡村风格	
混搭的家具

色彩鲜艳的艺术品	
使空间生动有趣

带有开放式编织图案	
的特色藤条

轻松的蓝色色调和少许的	
柠檬黄添加一丝寂静安宁	
的意味

轻柔的薄纱散射自然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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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湾
吸气，呼气，然后与我们轻松惬意的	

棕榈湾风格一起进入极乐世界。它是经典	
的海滨别墅设计，专为日常生活和夏日娱乐	
所打造。带着悠闲舒适的现代感，您将会找到	
白化的浅色橡木与柳条的搭配，辅以浅绿色、	

柔绿色和绿松石色。

圣灵降临节
与我们的经典海洋风格一起打造属于您的热带	
岛屿天堂--	圣灵降临节风格。自然与带有清新	
白、绿色基调、中性色调的实木、藤条特征和	

有机图形是这一设计风格的核心。晶莹剔透的蓝色	
和绚丽的植物尽享轻松舒适的生活。

巴厘岛勒吉安
在巴厘岛语中，“Legian”可以翻译成任何甜美、	
惬意和愉悦等词语。我们的巴厘岛勒吉安风格	
正是如此。	受到这个热带岛屿纯粹的美妙与文化	
的启发，巴厘岛勒吉安风格由两个自然元素所组成：	
木雕和石雕。白色、摩卡棕和巧克力色组成的基色、	

柚木家具与郁郁葱葱的绿植让您	
感受到天堂般的美好。

波特西海岸小屋
当我们的设计师与度假村主题产生碰撞，	
您将会发现简洁、海岸风、现代且极简的波	
特西海滩房设计风格。其特征为中性色调搭配	
白色简约家具、干净的线条和镀铬细节。源自于	

设计师灵感的装饰品更是为这个令人
赞叹的空间带来了更多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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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现代
一种关于此时此地的风格。我们的	
现代主题提供简洁的线条和简单的	
调色，让您的房屋结构设计成为焦点。	
镀铬细节与织物和深色木材完美融合，	
带来酷炫却并不寡淡的感官体验。

风格

布里奇汉普顿

邦迪

科特洛

旧金山

伊维萨

波士顿

科德角

斯堪的纳维亚

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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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现代设计艺术世界
中的旅程。

永远在进步，绝不泛滥，绝不只局限于当下。 

我们的现代室内主题以简约和精巧细节为主。这里，
少即是多，空间感与填充的细节一样重要。

虽然它的灵感来自经典、装饰艺术和现代设计，但现代
风格独树一帜。干净整洁的房间与现代家具装饰等元
素共同谱写和谐的乐章，其中，建筑结构特色成为视
觉焦点。世界各地的极简主义者都会爱上由中性色调、
简洁线条和精心使用的织物营造出的平和宁静。

但是，Porter Davis当代室内主题中远不止现代极简主义。虽然
有人认为这种风格过于了无生气，但我们的当代主题绝非如此。
我们的主题拥有柔和的边缘、即时照明、雕塑般的触感和简洁
的色调，为任何家庭带来温暖和舒适。我们的设计还注重功能
性，提供温馨而充满爱意的美丽家园。探索我们的当代主题，您
会发现九种风格在大胆的设计和简单的精致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的波士顿风格以现代方式融合了独特的材料、色调和纹
理，具有历史影响力。一抹黑色调、些许青铜色和精致木纹
激发了这种现代风格。您会发现整个空间都充满雅致的暖灰
色元素。纹理精美的地毯静静地坐落在优雅的桃花心木旁
边，而柔软、飘逸的亚麻布则为家居增添生机。充满活力的花
岗岩与哑光质地的瓷砖完美平衡，定义独特的当代风格。

我们的旧金山风格大胆采用现代元素中带有工业感的深色色
调和裸露的砖墙。我们的邦迪风格提供具有现代感的海滩氛
围，在此您可以拥抱大海的自然美景。我们的布里奇汉普顿风
格通过现代镜头融合经典和沿海设计，注入时代前沿的色调，
让人耳目一新。我们的科德角风格是为很多人喜爱的夏日放松
风格，以最好的方式给人以清新和航海的感觉；而明亮的流行
色彩和超大的艺术品则在我们的好莱坞山风格中找到了他们的
家。受到派对岛的启发，我们的伊维萨风格旨在通过大型开放
空间、白色亚麻家具和一丝热带风情带来趣味。或者，为什么
不通过我们的科特洛风格把自己带到西澳，欣赏具有当地风情
的特色石灰岩？最后，受最流行的现代设计的启发，我们的斯
堪的纳维亚风格创造了一种既实用又美观简单的轻松氛围。

探索我们清新而经过精心设计的现代室内风格。

“少即是多。纹理至关重要， 
比例也不可或缺。”

Trip Haenisch
室内设计师

探索现代主题

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porterdavis.com.au 
网站，获取更多现代 

主题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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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
带有波西米亚灵魂的都市边缘。旧金山是一座历史悠久但始终展望未来的城市。	
凭借工业色调和现代感，我们的旧金山风格正是在这点上取胜。从裸露的砖墙	
横梁、工业照明，到皮革家具、休闲面料和传统建筑，这种风格不断发展，	

并加入了致敬西班牙传统风格的元素。抽象的艺术品和装饰点缀
空间，而斑斓的色彩为这个沉稳摩登的设计增添了活力。

深灰色调增添现代感

皮质扶手椅提供独特质感

传统样式的床头和台灯	
灵感来自经典设计

超大抽象艺术品为空间注入色彩

深色胡桃木家具散发着奢华气息

矩形墙板是古典与现代风格的	
完美结合

艺术画廊级的作品装饰墙面

垂至地板的薄纱软化空间

毛绒质地的深色现代椅子强调个性

华丽的黄铜元素增添传统味道

中性色胡桃木书桌营造温馨

格调小贴士

用超大尺寸家具和皮革	
装饰营造出刚性气息

柔软轻盈的薄纱平衡美感

融合经典和现代的家具配饰

装饰墙板是完美的点睛之笔
83 84

炫彩筑梦 风格

详见 The Waldorf 48现代



邦廸
我们的现代海滨风格之邦迪主题富含阳光、沙滩和大海的元素，	
体现了邦迪海滩标志性的特征和自然美景。受当代风格影响，	
这种设计具有现代感和阳刚之气，营造出带有弧线的海岸形状。	

柔和的灰色调与浅色木材、清新的白色墙壁相平衡，	
加之黑色和蓝色的点缀，为空间增添了大胆的色彩。

造型镜框打造干净简洁的线条

轻盈的木质橱柜与简单的白色	
脸盆和台面完美搭配

哑光黑色水龙头和淋浴架	
保持摩登外观

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理石瓷砖	
增添了现代感

选择具有现代感和流线型的家具，	
比如这把柔软的灰色木质扶手椅

浅色木地板上的蓝色纹理地毯	
让人联想到大海

哑光黑色和大理石毫无费力地	
提供奢华质感、硬朗外观

床毯和装饰品中流行的蓝色	
为海洋风增添色彩

柔和的薄纱均匀地漫射光线

格调小贴士

洁白的墙壁给人清新诱人的感觉

现代哑光黑色和大理石装饰使	
外观更高级

以海洋为灵感的色彩点缀使	
这种风格贴近生活

洁净的白色台面保持清新感觉

一抹绿意为空间增添生机

极简风格的内置把手橱柜打造现代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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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可能多的绿植装点空间，	
带来勃勃生机

哑光黑色家具增添	
摩登奢华外观

浅棕色皮革沙发极具质感，	
轻松随意，与大胆的黑色	
元素形成鲜明对比

以大自然为灵感的海洋色调艺术品	
错落有致，形成画廊风格，引人注目

柔和的灰色、石色和蓝色相结合，	
打造完美的邦迪风格

低矮的深沙发增添了	
轻松的氛围

柔软的灰色纹理地毯	
有助于划分不同的生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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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奇汉普顿
在纽约州萨福克县的南福克坐落着一座小镇---布里奇汉普顿。	

它位于汉普顿的心脏地带，在流行的海洋风风格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的布里奇汉普顿风格将经典的结构细节与现代设计相融合，以白色和灰色为基调，	

用爱琴海蓝、墨色和深靛蓝为主色勾画出现代感。天然石材瓷砖、黑色家居、	
人字形木地板与柔软的亚麻织物相融合，营造出轻盈而大胆的整体氛围。

摩登的汉普顿风格	
家具填满空间

醒目黑色调大理石咖啡桌为	
经典设计增添了现代感

质地轻盈的地毯给人	
一种海滨的放松感觉

格调小贴士

装饰性石膏线和造型	
房门创造建筑趣味

使用现代灯具营造极简主义氛围

白蓝色靠垫、沙发毯和装饰的清新	
组合让设计走进生活

宽大的厨房岛台由爱琴海蓝
饰面和哑光黑家具组成

人字形木地板的温暖为整个
空间带来海洋风魅力

井然有序的流线型白色橱
柜轻松地带来现代感

现代风格吊灯使令人惊叹	
的挑空空间更加引人注目

新鲜的绿植增添了美丽	
的色彩和质感

炫彩筑梦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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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光黑色龙头和镜面柜	
形成鲜明对比

爱琴海蓝饰面镶板将浴室柜	
提升到最高档次

清新的白色瓷砖防溅板	
带来经典元素

炫彩筑梦 风格

9291

详见 The Plaza Grange 50现代 布里奇汉普顿



科德角
想想崎岖的海岸线、被风吹过的海滩和雄伟的沙丘，	
科德角与乏味二字毫无干系。受其古色古香的港口	
和迷人灯塔的启发，我们的科德角风格在豪华的	
设置中传达了沿海度假的主题。以现代的灰色和	
石色调搭配细木和航海主题装饰艺术品，这种风格	

就像海风拂面般令人耳目一新。

白色和柔和的灰色为这个空间奠定了底色

宽大的岛台台面采用浅色石材打造，	
给人清爽的海滨感觉

实木橱柜条纹面板增添了经典元素

现代玻璃防溅板让户外绿植为	
房屋增添生机和色彩

华丽的黄铜龙头带来精致的触感

格调小贴士

添加海洋色系的流行色	
如海军蓝、碳灰和柔和的蓝色

天然木材家具有助于为空间	
带来丰富的质感

受航海概念启发的特色照明和装饰	
加强这种独特的风格

宽敞的亚麻沙发让人如
躺在沙滩般放松

海军蓝、碳灰和柔和的蓝
调营造出平静的氛围

黑白海边摄影使这种感受更强烈

造型吊灯中的绳索元素
彰显海边生活方式

家具和装饰中的浅色木材
带来温暖和自然的质感

彰显海洋风格的吊灯提示航海主题

大块灰色石样瓷砖增添质感，	
使人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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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
有什么比好莱坞的浮华和魅力更神奇的吗？这里有波光粼粼的日落、	

壮观的景色和深邃的峡谷。在最宁静的环境中，奢侈的生活在这里焕发生机。	
受这座著名小镇的启发，我们的好莱坞风格以白色墙壁、	

亮面玻化瓷砖和水磨石为基础色调。宽阔的超大玻璃环绕着房屋，	
让美丽的光线照亮室内。您还会发现超现代的家具与奢华的大幅艺术品、	

独一无二的作品相结合，打造出真正的独特风格。

湖蓝和亮粉的欢快	
色调十分迷人

现代风格的床头搭配粉	
红色图案的靠垫增添了	
美丽的质感和色彩

华丽的黄铜吊灯营造复古氛围

简洁的线条是绝对的现代范儿

格调小贴士

玩转吸引眼球的色彩

保持建筑元素简洁流畅

用黄铜元素的家具、	
饰品带来一丝好莱坞怀旧风格

浅色木质餐桌致敬	
好莱坞的自然美景

大胆的蓝色餐椅增添	
一丝潮趣感觉，时髦而别致

不拘一格的装饰以大自然	
为灵感，打造独特效果

清爽的白色墙壁为精致的家具	
提供了完美的展现空间

大块的浅灰色混凝土瓷砖加入现代元素

一把超现代的白色扶手椅让人感觉宾至如归

巨大玻璃窗提供充足的自然光

精美的水磨石边桌带来一丝好莱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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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的大幅艺
术品注入色彩
且构建趣味性

天鹅绒靠垫为空
间带来奢华质感

现代灰、白色家
具营造极简氛围

宽敞的开放空间让
建筑元素熠熠生辉

中性色调实木
人字形拼接地
板更有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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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萨
当谈到这个派对岛时，有更多的东西	

让人眼前一亮。虽然它是为娱乐而设计的，	
但我们的伊维萨岛风格以干净的线条、	
简约的家具和宽敞的开放空间显示了	
岛上更宁静的一面。热带元素反映	
自然美景；美丽的建筑白墙打造时尚	

的现代外观。

斯堪的纳维亚
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设计之一，	

我们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将自然纹理、	
浅色木材与前卫的现代家具融为一体。	
宽敞大气、清新明快，它捕捉到北欧	
大气磅礴的精髓，所营造的家不仅美丽	
无比，而且还兼具功能性和休闲放松。

波士顿
波士顿绝对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	

受其叛逆精神的启发，我们的波士顿风格以做旧的皮革家具、	
镀铬细节和风化的天然木材为特色。在黑白照片中可以窥见航空
风格，而中性色调的纹理则营造出强烈的硬朗外观和工业风。

科特洛
我们的科斯特洛风格朴实而宁静，反映了	
西澳的自然美景。浅色现代风家具的简洁	
线条与精妙的大地色完美融合。西澳当地的	
石灰石贯穿整个建筑，与浅色木地板和	
白色墙壁相互映衬，营造出标志性的	

科特斯洛海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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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资深设计师，Randall Pye 和 Keith Fuller	
分别已为Porter Davis 工作20年和18年。

设计的思想深刻根植于他们的基因之中。	
多年来，他们见证了澳大利亚家庭生活	
方式的无数变化。是他们最早采用在户外	

露台打造娱乐空间的方式，现今这已是全国标配。	
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最受尊敬和屡获殊荣的住宅	
比如汉普顿风格，为此他们感到十分自豪。

他们的设计灵感来源丰富，但他们始终认为，	
客户的反馈是最具启发性的。他们的首要任务	
一直是传达Porter Davis	住宅理念。他们强调	
无缝衔接的过程，其设计兼具样式和功能，	
确保提供卓越的开放式选择，以适应	
当今现代家庭的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拥抱变化并积极创新，才能确保	Randall	和	
Keith在业界的领先地位，以及Porter Davis的	

客户从他们的卓越设计中受益良多。

“设计灵感来源众多， 
但无一能与客户的反

馈相提并论。”
Randal Pye & Keith Fuller

资深设计师

更多

巧思融
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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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懂设计，您懂自己
随着更多设计融于建筑，您将永远不会在我们令人惊叹
的WORLD	OF	STYLE风尚选色中心缺乏创意或选择。

我们资深的室内设计师和经验丰富的员工	
对最新的设计、颜色和样式有着独到见解，	
能够在每一阶段为您提供帮助，确保您	
收获最能彰显您个人风格的成果。

您的专属顾问
我们的“WORLD	OF	STYLE风尚选色中心”旨在全方位
调动您的感官，尽最大可能激发您的灵感，以发现您的
个人风格。我们还为您提供实时报价和大量样品。

我们的宗旨是：触摸。感受。看见。生活。

我们创造了一系列厨房、起居室、浴室和户外活动空间，	
让您沉浸在这个过程中，尽享无限可能。

参观展厅
扫描二维码以查看每个展厅的数字展示

昆士兰
358 Wickham Street,  

Fortitude Valley.

维多利亚
410 City Road,  
South Melbourne.

风尚选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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