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我们一起创建美好家园... 

WWW.PREMIERBRICK.NZ

8个选择我们的理由...

独一无二的白色和灰色外墙砖
独家的颜色配方

颜色统一协调，无色差 
保持房屋颜色的整体性，做到美观协调。

减少尺寸误差，节约您的时间成本 
我们使用优质的模具压制，确保每一块砖是一样的尺寸。

两种边角风格的选择
为您提供直角边和圆角边两种选择

送货上门
您在premier group购买的产品将会直接送达您的所在地！

本地制造
100% 新西兰本地制造，拥有对品质的严格把控。

多样的颜色和尺寸选择
我们拥有24个独特的颜色设计和不同尺寸的大小，满足您的多样化选择。

50年保质
我们为您的选购做出50年保质的承诺 (详情请参略附带条款和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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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0800 22 22 98
www.premierbrick.nz
info@premier-group.co.nz

在Premier Group，我们致力于为您带来愉快的选购体验和值得信任的服务！我们
友善的团队将会为您提供顶级的服务和一流的产品质量，我们相信您会对您的选择
感到非常的满意！ 

使用Premier外墙砖 

Estate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 22 块/平方米    
• 10.2 平方米/货运板 
• 224 块砖/货运板

此款房砖提供直角边或圆角边的选择

70

290

145

Country Brick 
290长x145高x70宽

颜色选择:

独家颜色设计
生产周期预计6到8周，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

直角边 (Straight 
Edge)/

光滑的表面

圆角边 (Rumbled 
Edge)/

有质感的表面

www.premierbrick.nz   |   0800 22 22 98   |   info@premier-group.co.nz

香灰色(Ash)经典白(White) 皂石色(Soapstone)

*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爆破色(Dynamite)

Country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稻麦色
(Straw)

沙滩色
(Gold Coast)

香槟色
(Champagne)

棕褐色(Sepia)

复古红色
(Red Patina)

小村混合色
(Rustic Blend)

浅松石色
(Light Brown Patina)

珊瑚色(Coral) 松石色
(Java Blend)

经典红
(Classic Red)

地苔色(Lichen)

核桃色(Walnut) 陶窑色(Tuscany) 棕色混合色
(Brown Blend)

复古混合色
(Antique Blend)*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所有产品图片仅供参考，详情请以实物颜色为准 

铁石灰(IronStone)炭灰色(Charcoal) 炭灰渐变 
(Charcoal Blend)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Country Brick    290长x145高x70宽



项目展示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Country |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Country |  铁石灰 Iron Stone

Country | 复古红色 Red Patina Country |  经典白 White

Country | 经典白 White



• 33 块/平方米    
• 11.6 平方米/货运板 
• 384 块砖/货运板

此款房砖提供直角边或圆角边的选择

70

290

90

Modena Brick 
290长x90高x70宽

独家颜色设计
生产周期预计6到8周，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

Modena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经典白
(White)

爆破色
(Dynamite)

小村混合色
(Rustic Blend)

*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 只提供直角边选择

香灰色
(Ash)

皂石色
(Soapstone)

铁石灰(IronStone)炭灰色(Charcoal) 炭灰渐变 
(Charcoal Blend)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Modena Brick     290长x90高x70宽

Modena | 经典白 White

Modena | 铁石灰 Iron Stone

www.premierbrick.nz   |   0800 22 22 98   |   info@premier-group.co.nz



项目展示

Modena | 小村混合色 Rustic Blend

Modena | 喷漆外墙白色 Painted White Modena | 喷漆外墙黑色 Painted Black

Modena | 铁石灰 Iron Stone Modena | 经典白 White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 13 块/平方米    
• 9.7 平方米/货运板 
• 126 块砖/货运板

此款房砖只提供直角边的选择

70

542

130

Estate Brick
542长x130高x70宽

独家颜色设计
生产周期预计6到8周，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

Estate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Estate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香灰色(Ash)经典白(White) 皂石色(Soapstone) 铁石灰(IronStone)

炭灰色(Charcoal) 炭灰渐变 
(Charcoal Blend)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Estate Brick     542长x130高x70宽

www.premierbrick.nz   |   0800 22 22 98   |   info@premier-group.co.nz



项目展示

Estate | 铁石灰 Iron Stone Estate | 经典白 White

Estate | 经典白 White Estate | 铁石灰 Iron Stone

Estate | 铁石灰 Iron StoneEstate | 经典白 White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 7 块/平方米    
• 9.1 平方米/货运板 
• 64 块砖/货运板

Mansion 
542长x270高x70宽

70

542

270

此款房砖只提供直角边的选择

独家设计颜色
生产周期预计6到8周，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 

Mansion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Mansion Brick, 直角边, 经典白

香灰色(Ash)经典白(White) 皂石色(Soapstone) 铁石灰(IronStone)

炭灰色(Charcoal) 炭灰渐变 
(Charcoal Blend)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Mansion Brick     542长x270高x70宽

www.premierbrick.nz   |   0800 22 22 98   |   info@premier-group.co.nz



项目展示

Mansion | 皂石色 Soapstone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项目展示

www.premierbrick.nz   |   0800 22 22 98   |   info@premier-group.co.nz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Country| 炭灰渐变 Charcoal Blend

Mansion | 皂石色 Soapstone

Country | 炭灰浸染 Charcoal Sepcial Blend

Country | 皂石色 Soapstone

Modena | 喷漆外墙 Painted

Modena | 炭灰色 Charcoal

Modena | 喷漆外墙黑色 Painted Black



项目展示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Estate | 香灰色 Ash

Estate | 铁石灰 Iron Stone

Estate | 经典白 White

Estate | 经典白 White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Country | 喷漆外墙白色 Painted White Country | 铁石灰 Iron Stone

Mansion | 经典白 White



外墙砖的颜色和质感

不同类型外墙砖将会为您创造独一无二的风格。 Premier Brick 的颜色选择范围包括了从浅中性色调到深色调。您可以选
择表面光滑的直角边或表面粗犷有质感的圆角边

直角边 (Straight 
Edge)/

光滑的表面
圆角边 (Rumbled Edge)/

有质感的表面
* Estate Brick 和 Mansion Brick 

不支持圆角边

*铁石灰色，炭灰色，核桃色不支持圆角边

尺寸

堆砌图案设计参考

经典顺铺式
经典的房砖设计图案。

叠堆铺砌法
非常更具有现代感的设计图案。安装成本

相对于较高。

邦德错叠式
基于经典错叠式上的改变，一种对邦德风格全新诠

释的方式, 也叫做四分之三顺砖铺砌。

• Country: 290mm 长 x 145mm 高 x 70mm 宽 (Double brick)

• Modena: 290mm 长 x 90mm 高 x 70mm 宽 (Single brick)

• Estate: 542mm 长 x 130mm 高 x 70mm 宽 (Big stone look)

• Mansion: 542mm 长 x 270mm 高 x 70mm 宽 (Big stone look)

Premier所有砖块的尺寸均可用于整个房屋的设计，或用于图案、窗台、特色墙、正式区域、壁炉和建筑细节等地方。它
们也能作为室内特色墙，成为家里的点睛之笔，我们推荐您使用在前门入口、走廊等。

不规则形铺设 1 不规则形铺设 2 不规则形铺设 3

(* 可以将 Mansion Brick 和 Estate Brick 组合使用，或者 Country Brick 和 & Modena Brick 组合.)

产品信息



技术信息

接缝砂浆

最常见的接缝砂浆颜色

颜色最常见的接缝样式

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砂浆接缝（砖与砖之间）的颜色和类型
会对砖房的外观产生重大的影响。

• 自然色
• 灰色 
• 白色
• 米白色
• 奶油色
• 浅黄色  
•与房砖颜色相匹配的彩色接缝砂浆

砂浆接缝是填补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带，不同的接缝样式也能
为您带来独特的视觉效果。我们强烈推荐直角接缝，因为它
可以使整体外观看起来更清爽、更统一。

圆角接缝 平缝 斜角接缝

我们强烈推荐！

怎么选择您的外墙砖呢？
第一步： 参考您附近的房屋设计
向我们索取Premier Group样屋的地址列表，驱车前往观看外墙，这是迄今为止最佳的选择方式。您可以通过参考实际案
例了解Premier Group的外墙砖是如何运用颜色和样式的搭配！请务必带上您的相机，以便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 请联
系 0800 22 22 98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premier-group.co.nz 获取地址列表。

第二步： 参考已完成的项目照片
访问 www.premierbrick.nz 并浏览我们的产品照片！请查看我们的车道和露台的设计，为您提供更多的设计灵感，这样我
们可以确保您的选择能获得完美的结果！您也可以参考我们的“Premier Brick Brochure”（墙砖产品图册)。

第三步： 获取免费样品
请将您的选择缩小到 2 - 3 种外墙砖的类型和颜色，联系我们获取免费样品。我们会直接快递给您！请您同时向我们咨
询私人车道铺路砖和铺露台砖的样品，以帮助您拥有更好的设计参考！您也可以前往各个新西兰著名的屋宅建筑公司查
看我们的样品。

第四步： 做出您的选择
现在您已经完成了以上的步骤，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不同的产品组合来建造您的家园，然后联系我们以及您的建造商来确
认您的选择！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直角接缝 



Q 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订单？
A  如果您购买的外墙砖我们有库存，那么请留给我们2-4天的时间来完成发货和运输。如果没有库存，请预留30天的生产周期 （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化）。

Q 是直接送货上门吗？
A  是的。您所购买的产品可以直接运输到您所需要的地方。

Q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样品呢？
A  请将您对样品的选择降低到2-3种， 我们可以直接将样品寄送给您！

Q 你们的房砖和接缝砂浆会有颜色的变化吗？

A  由于不稳定的因素例如：水分，温度等，接缝砂浆会有一定的颜色变化，尤其香灰色容易产生更多的颜色变化。

Q  运费是收多少呢？
A  我们将根据您所在的地理位置，提供运费报价给您。

Q  你们有样品展示间吗？
A  是的，我们的样品展示间坐落在新西兰各个地方，请联系我们咨询离您距离最近的样品展示间地址。

Q  你们有推荐的安装服务吗？
A  是的，请联系我们咨询您所在区域的Premier推荐的安装服务。

Q  你们提供什么质保吗？
A  我们提供50年的质保 （请参略条款及细则）。

Q  如果我选择圆角边的房砖，它会有划痕吗？

A  因为制作过程的原因，圆角边的房砖表面都会有划痕或者痕迹，这是这款砖的特色，它隆起的边缘让其具有风化的特色，当然，部分痕迹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Q  Premier的房砖需要进行封层吗？
A  我们不推荐您进行封层，但是我们木炭色的房砖随着时间的推移，颜色会有减淡，您可以选择在12个月之后使用我们的产品将其表面进行酸洗，然后进行封层处理，以

减少颜色的退变。

Q  你们有多少种设计尺寸和颜色？

A  我们的外墙砖一共有24种颜色的设计，4种尺寸的选择。 Estate Brick和 Mansion Brick 只提供直角边的选择，其余的房砖都将提供直角边和圆角边两种类型选择。

Q  我该如何获得房屋的报价呢？
A  请将您的设计图纸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我们获取您的报价。

Q  圆角边的房砖会有额外的收费吗？
A  没有！为了让您拥有广泛的选择范围，我们的圆角边和直角边都是同样的价格。

Q  我需要使用有色的接缝砂浆吗？

A  较深的砖色需要使用匹配的接缝砂浆。详情请参阅 Premier Brick 手册了解更多信息。对于白色和皂石色的房砖，我们建议您使用我们的白色砂浆进行接缝处理。对于所有

其他颜色，我们推荐您使用天然的接缝砂浆，也可以使用我们的灰砂浆进行接缝处理。

Q  你们提供黄沙，水泥，有关的带色氧化的产品和铁扣吗？

A  是的，我们提供白色的水泥，灰色的水泥和能够帮助您给接缝泥浆改变颜色的有关的化学产品。 我们也同样提供高品质的1吨的泥浆沙和30公斤已经制作好的接缝泥浆。

常见的问题



支柱结构设计和喷漆外墙/ CORBELLED & PAINTED

酸洗工艺 / LIME WASHED

外墙砖搭配雪松木 / BRICK WITH CEDAR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技术信息



外墙砖搭配叶岩石 / BRICK WITH SCHIST

外墙砖搭配条形板 / BRICK WITH LINEAR

外墙砖排砖立砌/ SOLDIER COURSE

技术信息



外墙砖搭配板条/ BRICK WITH PLY & BATTEN

外墙砖搭配石膏墙 / BRICK & PLASTER/RENDER

外墙砖对比颜色设计 / CONTRASTING COLOURS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技术信息



对缝砌法 / STACK BONDED

随机分层堆砌 / RANDOM COURSE

外墙砖喷漆 / PAINTED BRICK

技术信息



请阅读Premier的“Brick Manual”（高级房砖技术手册）以获取完整的信息。该手册为砌砖人员和建筑人员的基础技术信
息。在您阅读并签署该手册之前，请勿铺设Premier的房砖！！请务必在铺设我们的产品之前阅读该手册是（这是硬性要
求）。您必须遵守此规定，否则将无法申请保修。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premier-group.co.nz 获取高级房砖技术手册或
从我们的网站 www.premier-group.nz 下载。
Premier 的产品颜色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最有一致性的。为了保护这些颜色并确保您能获得最佳效果，我们建议对以下
颜色的房砖进行封层处理，并且推荐您与之匹配的接缝砂浆。

1. 铺设时需格外注意，在铺设过程中请用干净的水源彻底的清洗擦拭，以防止划伤和弄脏。

2. 必须使用匹配的接缝砂浆，不可以使用天然色或者白色的接缝砂浆，这样可以帮助您完善和保持房屋外观的一致性。

3. 请务必在干燥的环境下对炭灰色的外墙砖进行切割 ，以防止潮湿的泥土或者泥浆弄脏砖块的表面。

4. 请砌砖人员在安装之前必须阅读和理解“Brick Manual” （高级房砖手册）并且签署姓名，该人员必须提供一个清晰清楚的安装计划。

5. 请注意仅在您需要的时候才能进行酸洗。未经过 Premier Group 的明确说明和指导，请勿进行酸洗操作，详情请咨询我们的团队。

6. 如果您需要对外墙砖进行封层，请先观看我们关于此的视频并与我们联系。请勿在没有Premier Group 的明确说明和指导下私自对您的房砖进行封层处理。

7. 所有客户必须在发货前确认您选择的颜色并且签署相关文件，将文件返回至Premier Group。

房砖颜色 可进行封层处理 必须选择与其颜色匹配的接缝砂浆

炭灰色 (CHARCOAL)

棕褐色 (SEPIA)

核桃色 (WALNUT)

铁石灰 (IRON STONE)

沙滩色(GOLD COAST)

稻麦色(STRAW)

炭灰色外墙砖（ CHARCOAL BRICKS ） 的特殊条款和条件:

我们的产品是用优质的天然材料，水泥骨料、氧化物和沙子制成，以形成自然的外观， 这意味着premier每一块外墙砖
都捕捉到了大自然的多样性和美丽，但是这些因素变化都不会影响产品的性能，而是会增强其具有的天然，风华石材外
观的感觉。由于不同的砖块样式和生产批次，颜色可能会发生变化，碎屑，风化、纹理变化，以及其表面可能会产生极
小的裂缝，裂纹、尺寸变化也是所有混凝土制品的正常现象。这些因素的变化，创造了您第一无二的家园以及与大自然
赐予的美貌。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请注意：本手册中印刷的所有彩色印刷均可能有些许的误差，仅能作为参考，请以样品
实物为准。

请务必注意： 如果您所购买的产品已进行安装，那么我们将视为您已接受我们的产品无任何质量问
题，不进行退换。

质量问题：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您对送达的产品质量不满意，请在送达时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不接受任何关于后续安
装修复人工费用的索赔。我们的保修仅限于在安装之前免费更换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破损产品或残次品（条款和条件适
用）。请参阅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由于印刷油墨的原因，图片颜色可能会与实际产品颜色有些许误差。请根据实际产品选择您心仪的产品！详细请阅读手册中提供的信息。如
果您已安装所购买的产品则将被视为您接纳同意其的质量等其他衡量标准。重要提示：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技术信息



为什么选择砖来建房...
为您的家园提供最好的方案！
+ 永恒的美丽
砖房拥有悠久的历史来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
看到尽管时代不断变化，砖房本身的价值性和外
观的美丽性依旧是最稳定的。
+ 二次销售优势
选择使用外墙砖建造您的房屋将会最大程度的保
留其本身的价值。

+完善的安全性能
不管是在房屋的内部还是外观都能让您感受到极
其坚固安全的保障。保护您与家人安全。

+极佳的防火性能
选择使用外墙砖建造的房子具有极佳的防火性能, 
优质的房砖会为您隔绝火灾带来的隐患。它将会
保护您与您的房子，为您带来安全感。

+良好的干燥性
使用外墙砖建造的房子可以让房屋保持干燥。水
分会从砖块和木框之间分散出去，将极大的降低
水分滞留而导致木材腐烂的风险。

+稳定性
选择使用外墙砖建造的房子能够几乎完全不受外
界环境条件的影响，它将为您提供一个安全，稳
定，舒适，温馨的家。

+耐用持久
用外墙砖建造的房屋具有卓越耐用性，能够承受
天气和时间的考验。

+维护成本低
砖房的稳定性和耐用性能够让您每年以极低的成
本进行房屋维护，它将能为您大概节省 1000 纽
币。

+创意性
我们多样的外墙砖选择为您提供个性化的设计。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外墙砖铺设方式和颜色搭配来
表达您的想法和个性。

+经济实惠
用外墙砖建造您的家园是最为经济实惠，性价比
高的选择。

+隔音效果极佳
用外墙砖建造的家园STC能够达评级66，拥有着
非常出色的噪音隔绝，将为您带来一个安静舒适
的空间。

请联系我们获得免费的报价和专业的建议！

0800 22 22 98
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premierbrick.nz
邮件地址 info@premier-group.co.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