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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TAIN® 4000

用于染色、
绘画、 

创造
的颜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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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TAIN® 4000

天然及合成蜡，
粘合剂和染料的混合物。

天然及合成蜡，粘合剂和染料的混合物。该产品具有优异的渗透性和半遮盖力/染色力。 

WATERSTAIN® 4000 是一系列水性的流体染料， 它已经彻底改变了皮革及皮鞋的改色和修补方式。

我们能直观看到的该系列产品主要特点为: 超强的着色力以及苯胺半遮盖效应，皮革呈现柔软且自然，具有良好的综合
牢度以且操作简易。
WATERSTAIN® 4000 可以先与30%的HP THINNER进行稀释且过滤，然后用喷涂或滚涂的方式操作于皮柸上，
当然也可以使用海绵沾上该系列产品以手涂的方式操作来获取愉悦的 “云雾效应”。

该系列内含的蜡成份及染料，使其拥有强效且的着色力，半遮盖和高抛光性， 同时具有良好的各方面牢度（如:磨损、
摩擦和防水性）。 轻微的半苯胺效果看起来非常清透、自然、有吸引力和光亮且没有负载感。

使用WATERSTAIN® 4000涂饰的皮革，适合用于当下潮流风格，而且能非常容易的达到时尚感。
WATERSTAIN® 4000 现有很多颜色在色卡中，以及很多没在色卡中的颜色。
使用WATERSTAIN® 4000 改色鞋乳涂饰过的皮鞋呈现出非常有吸引力的外观，后续使用VICTORIA CREME® 系列著
名鞋乳可增强皮鞋的最终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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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面革及箱包革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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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
柔软且光亮
柔软且可抛光的鞋乳，由于它的水性天
然及合成蜡成份，因此可赋予皮革舒适
的柔软度及略带滞感的手感。
它的独特配方可保证简单快速及安全的
操作。使用海绵沾上产品，操作于任何
类型的成品革及皮柸上。
VAL 系列鞋乳的主要特点为其优异的操
作性能，突出的柔软度及自然光泽。
该系列鞋乳尤其适合熨烫。
使用抛光棉布轮打上一点DC 3800（固
体填充蜡），可帮助使用过VAL 系列的
鞋乳增加封闭性。该鞋乳可当作第一层
鞋乳，后续可使用DC 4000/W 系列
鞋乳再次涂饰。操作一到两遍的VAL系
列鞋乳，最终效果同样倍受欢迎，同时
赋予皮革柔软及滞感手感。

DC 4000/S1
光亮且丝柔
光亮、可刷、密封的水性鞋乳，由有名
的天然蜡和合成蜡乳液制成。
DC 4000 / S1系列鞋乳具有良好的亮
度、优异的密封性和自然的通透感。 它
的最理想用法是应用于软的VAL系列鞋
乳后的第二道涂层中。 
由于DC 4000 / S1系列鞋乳具有出色
的柔软度和亮度比，因此也可用于单个
涂层。 
将DC 3800软质研磨蜡配合棉花刷或布
使用有利于提高经DC 4000 / S1系列鞋
乳处理过的皮革的密封性。 为了增加皮
革的亮度，可使用DC 3700系列棕榈蜡
配合羊毛刷来进行抛光。 
DC 4000 / S1系列可用于任何类型的
涂饰完的皮革和皮胚上。

DC 4000/W
高光 且 通透
DC 4000 / W系列鞋乳由有名的特殊
蜡乳液制成。 可刷、且具有非常高的亮
度，优异的密封性和自然的通透感。
它的最理想用法是应用于软的VAL系列
鞋乳后的第二道涂层中。 赋予皮革柔软
而丝滑的手感。
将DC 3800软质研磨蜡与棉花刷或布一
起使用，可以提高经DC 4000 / W系
列鞋乳处理过的皮革的密封性。 为了增
加皮革的亮度，可用DC 3700系列棕榈
蜡配合羊毛刷进行抛光毛。 DC 4000 
/ W系列可用于任何类型的具有良好吸
收力的全粒面革或修面皮革上。

皮革护理

VICTORIA CREME® 

卓越的经典鞋乳 
Fenice 推出了一系列易操作，超柔软及光亮通透的鞋乳。该系列是通过技术创新而实现的，同时考虑到了生态系统。
该系列是可抛光鞋乳，并赋予皮革高光及细腻丝滑的手感。

鞋乳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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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SPONGE

皮革护理

纯水性的自亮鞋乳

ECOBRILL: 自亮鞋乳
ECOBRILL 是用于成品革的水性自亮鞋乳，它独特的配方能保证皮革非常高的亮度及优异的耐曲挠性能。

轻抛可突出鞋面的光泽度及通透感，即使该操作并非必须操作。获取的光泽度可被长时间的保存。

为获取更好的效应，建议使用Fenice的 “专业海绵” 来操作ECOBRILL。

ECOBRILL 可当作第二层鞋乳，在使用过VAL系列鞋乳后再操作，或当作单层鞋乳。 
该鞋乳目前有自然色、黑色、棕色及深棕色4个颜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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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油蜡皮的蜡和油 

无限度的深浅变化

目前在市场上各式各样的皮革制品中，油蜡皮涂饰在一年四季都是最为重要且稳固的风格提案。油蜡皮这个名称，最初
叫做”Timberland”, 指的是最早在市场上推出这个风格的鞋制造商，指的也是当全粒面油蜡皮在拉伸的时候颜色变浅的
效应。
然而今天，它指的是各种类型的涂饰，使用到不同比例的乳化油和蜡，及融化后才能使用的固体蜡，以任何比例在它们
之间进行混合，来获取皮革表面无限度的深浅变化效应。

油，是通过它不同的渗透性和润滑力来决定它们在纤维上增深的能力。

然而蜡，通常在常温下为固体状，因此需要先融化，后续可以通过棍涂或热棍轴来再进行操作，也或者可以是在预乳化
阶段，因此还是液体状的时候以喷涂的方式进行操作。

近年来，由于该风格传递出的超自然感，因此对于设计师以及终端客户来说，在全粒面及修面革上的油蜡感的吸引力指
数增长。皮革似乎赋有了“生命力”，它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可塑性和反应性。

皮革涂饰

Picture: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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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涂饰

我们精细挑选出的固体蜡:

WAX Z 
低熔点的蜡，熔点大约在50°C左右，
具有较高的增深力，保持皮革相对的
柔软，同时保持涂饰过的皮革的防水
性能。

HYDROGUARD WAX  
常温中呈现半固体蜡，可在适度温度
下使用。 它本身不会带来动态的防水
效果，建议用于在转鼓中已经进行过
防水处理的皮革，并且不会降低其性
能本身的防水性能。

该系列产品的两大特色之一在于它不仅仅可制作油蜡效应，同时具有防水性能。

P3 
低熔点的石蜡，熔点大约为50-55°C. 
增深效果好同时可使皮革变硬，尤其
适合制作明显的蜡效应。

BLACK WAX
蜡质混合物，使用热滚轴将蜡以65°C
融化后再操作于皮革上。可使皮革增
深效果佳和中等硬度。

MONTANA
这是一个属于中性的产品。 它通常被
认为是为获取明显油蜡效应的首选。 
该产品具有良好的增深力，它同时也
具有令人舒适的柔软度，而且不需要
在混合物中加入油。使用过该产品
后，皮革的颜色不会变的黯淡无光。 

TEXAS
蜡配方，在60-65°C的温度下使用，
皮革表面形成非常质朴/休闲运动的风
格，并且在折叠时具有轻微的灰变效
应。

FOTO PELLE - FA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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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未来的
皮革涂饰世界

NEXTGEN: 蜡及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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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涂饰

操作简易,性能优异,
反应性强。 
创新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有时使人感到很疲惫，但有时它也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旨为
更加庞大的项目创造更好的解决方案，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他们的生产过程创造价值。
感谢持续不断改进的愿望，Fenice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系列：NEXTGEN WAXES。

这个新产品系列内包括六种蜡和两种油，其目的是为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提升和改善操作流程中的三个基本
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这些专业产品的操作简易性，第二个方面是优异的产品性能，最后是NEXTGEN范围内
产品的最大反应性。

混合这些独特产品或将它们添入到您的涂饰配方中，使其适用于任何用途，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些产品有
很多优点：如深变性好，可抛光和手感佳。您可以通过这个新系列而最终获取3个方面的优势。

不仅如此，很多的操作方式和产品的灵活性都会让你大吃一惊。例如，NEXTGEN WAX 8050，NEXTGEN 
WAX 8000和NEXTGEN系列中的两种油都是非离子产品，因此可以让您将它们与阴离子或阳离子混合物混合使
用。

这些类型的蜡，正如你肯定猜到的一样，与鞋类制品的生产密切相关，并且正是凭借这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提
到适合用于准备皮胚，不会使粒面过度负荷且自然通透的阳离子预定涂: NEXTGEN GROUND 5000.使用本产
品，您将会被它的吸收均衡力、优异的遮盖伤残/封底性、以及毛毡抛打后的平细性所感到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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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涂饰

SOFTY 系列

制胜 “妆容”
 
最前沿的皮革涂饰需求是优化选择性，并且普遍获取更高的皮革品质。
多年来，都在使用”封底膏状体”，通过抹刀或滚涂的方式操作于需要再次修面的皮革上，也可以操作于情况较严重的
皮革上，如有刀伤，深度擦伤，疤痕等。反之亦然，对于较轻的涂饰，可使用不同的底涂（阳离子或阴离子），通过喷

涂或辊涂操作。

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技术操作中，存在着第三种有效的方式，今天似乎是最被大众广泛接受且喜欢的：该操作方式可获

得全粒面皮革及修面革的等级提高，主要归功于使用了无需再次修面的封底预底涂。

以上第三种方案中提到的产品可由Fenice SOFTY系列来代表，大部份情况下，该系列产品使用滚涂方式操作，使用

SS(螺旋形)的滚轴，将产品操作于需要操作的地方，并且同时去除在产品多余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非常柔

软且粒面规则和均匀一致的皮革，为后续涂饰做了很好的准备。该产品的用量从1.5至4克/平方英尺不同。

对于修面革来说这是很好的方法，所谓的“Mezzo Fiore”是在SOFTY的作用下使皮革保持规则和均匀，即使在初始阶
段也可以进行压花和摔软，从而为后续涂饰打好基础。皮革起初呈现柔软轻盈，同时它还具有出色的等级提升能力且改
善皮革的缺陷。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皮革，从皮鞋到皮革制品，直到家具革。对于不同类型的风格，只需选择SOFTY产品系列中

最适合您需求的产品就足够了，该系列由以下三款产品组成：

SOFTY - 用于修面革，遮盖性能好，滚轴21 SS 
SOFTY BK - 用于修面革-全粒面皮革，滚轴 21 SS
SOFTY MM - 用于全粒面革-修面皮革，滚轴21 SS

Picture: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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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示列:划痕及小孔 伤残示列:强烈的磨痕 (裂开的缺陷)

使用棍涂操作SOFTY补伤膏应用示列 使用SOFTY之后的修面革应用示列

皮革涂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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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policella Ripasso（瓦坡里切拉里帕索）: 来自维罗纳的DOC葡萄酒

世界知名葡萄酒
众所周知，意大利是生产葡萄酒的全球领先者，尤其是优质葡萄酒。威尼托对于葡萄酒的生产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块肥沃
的土地，也是法定产区。
我们将谈谈这款全球最受欢迎的红酒：Valpolicella Ripasso（瓦坡里切拉里帕索）。
 
Valpolicella Ripasso是一款威尼托的红葡萄酒(DOC-原产地) 源于控制原产地，它在威尼托省的一个特殊城市生产，名
为Valpolicella，位于维罗纳。为了被称为  Valpolicella，葡萄酒必须是由原产地的葡萄藤长出的葡萄而酿制的，同样的
葡萄藤为生产其他知名和受欢迎的葡萄酒带来了光芒：如 Amarone 和 Recioto
 
威尼托的Valpolicella，是个美丽的丘陵地带，就在维罗纳的阿尔卑斯山之前。我们正在谈论的地区也包括维罗纳省的
其它七个城市：Pescantina, Sant’Anna d’Alfaedo, Marano di Valpolicella, Fumane, Negrar, San Pietro in 
Cariano  Sant’Ambrogio di Valpolicella。这个山谷的南部边界与Adige河相遇，而东部则与Parona di Quinzano
和Valpantena的山丘相遇（这为Valpolicella的名字奠定了基础） Lessini山是北部边界，而西部是Pastello山。
 
这个小地区自古罗马时代就已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它的葡萄栽培，当然也因为特殊的大理石的提炼：如维罗纳的红色
大理石。
Valpolicella的景观的特点是存在众多物超所值的威尼斯别墅，当然不仅是有因为别墅，还有遍布了该地区的小型教
堂，村庄和法院，这些地区有着许多年的历史
 
Ripasso “里帕索”的技术
术语“里帕索”是一种技术，这种Ripasso酿造法就是将Amarone葡萄酒或Recioto葡萄酒发酵后残余的果渣添加到基
本的Valpolicella葡萄酒中2或3周的时间，让其继续发酵。这样所得的Ripasso葡萄酒即拥有基本的Valpolicella葡萄酒
的馥郁果味，同时也增添了葡萄酒的复杂度和浓郁度。
感谢这一过程，葡萄酒才可获得了“Amarone”这种金典且小而独特的香气。除此之外，这种技术也可以应用
于“Recioto”的新鲜压榨葡萄皮。
 
Valpolicella Ripasso可以有以下命名：
•基本酒，是包括Valpolicella的附属城市产的酒（如上述7个城市）。
•Valpantena 如果是在相同区域或区域边界产的酒。
• Superior，从的1月1日起，酒桶陈酿时间至少为12个月，且酒精含量高于12％。

生活方式和生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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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喝它
将酒倒入玻璃杯的四分之三。 喝一小口，然后含在嘴里，让口腔和上腭都感觉到葡萄酒的浓烈和芳香。

建议的品酒温度为18摄氏度。

 
美食搭配

Valpolicella Ripasso适合搭配“stracotti”和“brasati”两种类型烹饪出来的牛肉，也可以搭配Polenta 玉米糕，这种玉
米糕是威尼托和意大利北部的经典特色菜，它同样非常适合搭配野禽，羊排和牛排以及中熟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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