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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本图册产品颜色及款式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
This atlas product color and style for reference only, in kind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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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领 简 约 + 时 代

极 简 系 列

MINIMALIST SERIES



       新帝豪门窗，成立于 1989 年是佛山市俊福帝豪门业有限公司旗下一家集系
统窗、重型推拉门、平开门及阳光房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端
铝合金门窗品牌。引进意大利“NEHOW”品牌将时尚·个性·艺术·设计融合，
推动中国高端门窗的发展。为客户提供集功能、实用、美感一体的门窗系统解决
方案。为质美生活，倾心打造“NEHOW 新帝豪门窗”品牌。
 
       新帝豪门窗，是中国好门窗、铝合金门窗十大品牌、CCTV 热播品牌、广东
省门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佛山门窗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新帝豪门窗一直致力于高
端产品，采用德国、意大利先进制造工艺和技术。通过全面实行精工生产与管理，
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证每一款都是高品质出品。
 
         新帝豪门窗，一直秉承着高端住宅门窗专家之理念，为质美生活空间打造高
端产品。目前在全国 300 多个城市拥有近 1000 家品牌店，全国 5000 多终端团
队人员服务千万家庭。 为质美生活而设计，为用户提供更好的门窗是新帝豪人
始终如一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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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式的体验，开阔通透，采光好；T50凝聚极简的匠心设计，不锈钢导轨，耐磨耐腐蚀。简却强势，尽管边框型材窄

了，但强度并没有降低，因为加厚了型材的壁厚，同时保持大间隔的玻璃结构，蕴含其中的力量，彰显我们菲凡实力。

简约通透 稳重款

SLIDING DOOR
WELCOME TO T50 推拉门系列

Narrow frame is more 
delicate in low-key.
窄 框 低 调 中 更 显 精 致

技术参数 · PARAMETER

正面可视宽 / 高
Visible front width/height

38mm

38mm

50mm

型材宽度
Profile width

117mm

177mm

46mm

玻璃
Glass

5+20A+5

5+20A+5

5+20A+5

型材名称
Profile name

两轨框

三轨框

扇

型材壁厚 5.0mm

为了保证门扇强度，

特意增加型材壁厚，

抗弯曲、抗压性能同样出色。

5.0mm 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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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自然的体验，这些简练的线条，仿佛从大自然的韵律中抽出，在编织着幸福
的含义，生活的真谛，岁月的影子，都市的情怀。

The experience of returning to nature, these concise lines, as if extracted from the 

rhythm of nature, are weaving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he shadow of years and the feelings of the city.

A return to nature experience

Stainless steel pulley(Patented design) 

不锈钢滑轮（专利设计）

新帝豪专利设计滑轮，超高承重，推拉顺滑，开启方便
灵活，品质高端，真正做到防腐蚀 、 静音、 耐用！

Hardware hand(Patented design) 

五金执手（专利设计）

精工品质五金执手，耐用耐磨，使用时间久，灵活快捷
不生锈，人体工程学设计，握感舒适。

Hardware lock (Patented design)

五金一字锁（专利设计）

15000 +次极限开闭检测无故障，新帝豪专属极地黑一
字锁，搭配铝材颜色，使产品更美观、更时尚！

推拉门系列T50

轨道质地厚实，推拉时安静无声；高轨渠道排水设计，
保障了狂风暴雨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积水，渗漏现象。

Lower rail high rail (windproof structure)

下轨高轨（防风防脱结构）

Patented design

专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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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与中空的极致搭配，极大消减噪音的进入量，
在玻璃中空填充氩气，更有效提高隔音效果。

玻璃中空（5+20A+5)

GLASS HOLLOW 
DESIGN

讲究的生活
从不将就
喧嚣。

A good life never settles for 

hustle and bustle.

型号：X-01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型号：X-02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型号：X-03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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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些华丽，多了些简洁，少了些炫耀，多了些自制，少了些异想天开，多了些实用功能，滤去多余的装饰，让流

畅的几何形体呈现雕塑的美观，细细品位材料与空间的质感，生活，是需要一点点创意的。

Narrow border, full of fashion and simplicity.
窄边框，尽显时尚简约之风

技术参数 · PARAMETER

正面可视宽 / 高
Visible front width/height

38mm

38mm

40mm

型材宽度
Profile width

117mm

177mm

46mm

玻璃
Glass

4+20A+4

4+20A+4

4+20A+4

型材名称
Profile name

两轨框

三轨框

扇

窄边框门，极简，典雅！门之至简，绝非“少”，而是除去“多余”，T40兼具时尚的外观、极简的精髓，将极窄边框

结构与玻璃完美地结合，让光线自由充足地渗入到整个室内，去繁从简，精心设计简洁，但不失优雅纯粹。

轻奢时尚 百搭款

SLIDING DOOR
WELCOME TO T40 推拉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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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一种不为所动的美，在喧嚣的都市，摈弃夸张与奢华，尽情享受质感空间
带给我们的细腻和优雅，心情如水一样的清澈。

There is an unmoved beauty in life. In the noisy city, abandon exaggeration and 

luxury, enjoy the delicacy and elegance brought by the texture space, and feel as 

clear as water.

There is an unmoved beauty in life.

Perfect mute, 
Triple sealant (super sealing),
Layers to block noise!

采用三道密封，并配备国际优质密封胶条，防噪

性能更强，使用寿命更长。

层层阻止噪音进入！

三重密封胶（超强密封性）

完 美 静 音

型号：X-04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高品质五金配套件，
与槽式锁座的紧密配合，
有效抵挡来自外部对门窗的推拉破坏，
可达到防撬效果，
保障安全生活无忧!

更安全可靠，防撬翻倍

4 锁点 + 大双锁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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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阳光的热情穿越城市的万千屏障，喧器中最昂贵的是自然的宁静，
在极繁的世界里，这是极简的享受。

Minimalist doorframe, the ultimate brilliant bloom.
极简门框，绽放的极致精彩

型号：X-05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灰玻

型号：X-06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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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计满足需求
赋予建筑空间
新美学。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sign 

to give the building space a 

new aesthetic.

Premium material
精挑细选的材料

技术参数 · PARAMETER

正面可视宽 / 高
Visible front width/height

38mm

38mm

40mm

20mm

型材宽度
Profile width

117mm

177mm

46mm

46mm

玻璃
Glass

4+20A+4

4+20A+4

4+20A+4

4+20A+4

型材名称
Profile name

两轨框

三轨框

宽扇

窄扇

小边框呈现大视界，流畅的线条，简洁的设计，没有丝毫的多余，却让空间多了几分原始的美感，小巧又内藏不

凡，T20推拉门同时拥有清新时尚的外观和出色的性能配置，具备好看的外表和有趣的灵魂。

简洁清新 时尚款

SLIDING DOOR
WELCOME TO T20 推拉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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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profile width is very narrow, but more 

than the national standard; 

With high bending strength; 

It also has strong anti-collision and anti-impact 

performance.

尽管型材宽度极窄，但是超过国家标准；
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
同样具备强大的防撞防冲击性能。

1.6cm extremely narrow border.

唤 醒 视 界 的 框 边
WAKE UP THE BORDER OF THE HORIZON.

1.6

型号：X-07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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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 material selection, only for better quality
选材苛刻，只为品质更加出色

型号：X-09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型号：X-08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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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为美的审美取向大行其道，极窄门窗成为新的流行风尚；精简利落的线条，没有繁复的装饰，在克制与内敛中尽显

质感与风骨，以线串点，又以线连面，丰富空间的层次感，却弱化各区域的边界感。

无界视野 极窄款

SLIDING/CASEMENT
WELCOME TO 灵景 12 推拉 / 平开门系列

Splurge on space in the name 

of comfort.

The minimalist
极简，却简而不凡

技术参数 · PARAMETER

正面可视宽 / 高
Visible front width/height

25mm

25mm

12mm

型材宽度
Profile width

105mm

157mm

40mm

玻璃
Glass

8mm

8mm

8mm

颜色
Color

肌肤黑

肌肤黑

肌肤黑

型材名称
Profile name

两轨框

三轨框

窄扇

空间。

以舒适的名义
大把的挥霍

PAGE/23 PAGE/24



Let the sense of design exist in every detail 
of doors and Windows
让设计感存在于门窗的每一个细节

Simple but not simple, the more simple, 

the more extraordinary, seemingly 

simple but in essence needs more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more 

sophisticated structural design.

简约而不简单
越极简，越不凡
看似简单但实质需要更加高深的工艺
更加精巧的结构设计

Simple but not simple.

型号：X-010
产品颜色：肌肤黑
玻璃款式：灰玻

型号：X-011
产品颜色：肌肤黑
玻璃款式：白玻

型号：X-013
产品颜色：肌肤黑
玻璃款式：灰玻

型号：X-012
产品颜色：肌肤黑
玻璃款式：白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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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经典
从不缺乏
感动

Art classics never lack of 

moving. 型号：X-014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型号：X-015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型号：X-016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灰玻

高颜值的卫生间，从选购一扇平开门开始。P40平开门系列，突显铝材厚重感，给人豪华、大气、稳重的视觉享受；精

细的做功，精质的色彩，释放着无可超越的优雅，忽然明白，生活在于追求，更在于体会。

窄边时尚 极简款

CASEMENT DOOR
WELCOME TO P40 平开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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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X-017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每一件事物都在
升华为艺术品
可堪珍藏。

Everything is being sublimated 

into works of art, which can be 

treasured.

风格极简是设计的一种标志，也是现今流行风潮，当极简不再是一种流行趋势时，就更趋向于现代主义，继续专注
美学倾向于强调一种纯粹简单、轻松优雅的精神。

Clever combination of design and life
设计与生活的巧妙结合

型号：X-018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工艺玻璃

型号：X-019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格条

型号：X-020
产品颜色：莫德林星空黑
玻璃款式：格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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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白玻（标配） 超白玻（收费） 灰玻（收费） 茶玻（收费）

Glass selection更多玻璃选择

超低轨
和无轨设计

静音
可调节静音滑轮

耐腐蚀
型材耐腐蚀

滚轮多
8 个滑轮支撑点

采光性好
全景视觉好

密封性好
L 型搭接内嵌胶条 

双向双道防撞
密封胶条

耐磨抗腐蚀
不锈钢挡轨

节省空间
提高空间利用率

设计灵活
款式设计灵活

质感好
细腻有质感

不易变形
壁厚 2.0

耐腐蚀
五金耐腐蚀

嵌入式边框
更加密封

绝对优势
100%
14 大 优 势 / 品 质 优 于 同 级 产 品

14 ADVANTAGES/QUALITY SUPERIOR TO PRODUCTS OF THE SAME CLASS

Color display更多颜色选择

瓦腾斯月光白
Vattens is white in the moonlight

布鲁克香槟金
 Peter brook champagne gold

艾格峰钛银粉
Aiger peak titanium silver powder

安哥拉宝石啡
Angora gem brown

莫德林星空黑
Magdalen is starry black

（T50  T40  T20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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