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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思哲家居Palace Living Gold：奢华世界的灵魂
来源/中奢网 文/Alice 日期/201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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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思哲家居与具有精细品质的制造业加德尼亚陶瓷集团 (GruppoCeramiche
Gardenia Orchidea) 建立合作关系，打造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陶瓷产品线——Palace
Living Gold 系列，使家成为一个可以融合设计，时尚，创造，艺术和自然为一体的完美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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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范思哲品牌从高级时尚定制系列到成衣，从首饰到香水，从家庭装潢到瓷器系
列，这些奢侈品的领域均有涉猎。这家享有盛誉的米兰企业从传统希腊神话中永恒美丽的象征
中汲取灵感，在作品中将之演绎为现代性和创造性的“语言”，成为意大利杰出品质在世界的代
名词，同时也被公认为国际奢侈品的象征之一，完美诠释着Made in Italy的独特风格。
每一件范思哲的作品都渗透着卓越品质的精神：细节的高度关注和质量的全面研究是内嵌
于旗下所有产品的典型标志性特征，包括针对生活方式品位和室内设计的特别构思，范思哲的
产品对于市场要求的回应永远是充满激情的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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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室内设计，范思哲家居系列不仅包含布艺，瓷器，装饰和家居配件，并且与具有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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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范思哲家居Palace Living Gold 系列的瓷砖质量达到绝对完美的标准，是
实现家居环境无与伦比，极尽优雅和极致奢华的唯一理想选择。本系列是范思哲家居审美进程
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证作品，它的血统中注入了丰富的新元素，新装饰，新材料和新规格，为“家
的新衣”提供了无限可能和自由，匠心打造了那平衡于现代与古典中不可混淆的装潢美。
说起这个新元素，让我们先从规格说起：Living Gold系列，此次推出了大尺寸40x80和
20x80 cm；该尺寸的产品经过严格的测量和校正，保证铺设本产品的最大连贯性，对于大空
间的场所环境尤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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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素除了基本的抛光精加工以外，还融入了的具有三维立体效果的精加工新工艺。它通
过尖端的精细抛光工序而达成。特有的半抛技术使浮动磨轮只在瓷砖最表面的浅层进行打磨，
从而达到几何性质的浅浮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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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范思哲家居Palace Living Gold 系列的主要看点是表面设计，各种产品和规格均做
到尽善尽美：从马赛克到几何装饰，从玫瑰圆花窗风格到嵌入金属和施华洛特奇水晶为点缀的
瓷砖产品，宗旨皆在于满足那些关注并欣赏Made in Italy个性魅力文化的顾客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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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ce Living系列极力诠释了现代奢侈品文化灵魂的双重内涵，由范思哲家居基础概念掌
舵，从希腊神话神秘的永恒氛围里追溯回自然的格调，忠于黑与白那不朽的经典，用它完美演
绎一场奢华而不浮夸的视觉盛宴。
正如范思哲一贯的高水平产品一样，该陶瓷系列始终如一地坚持要求高水平的延展性和完
整性的品质，以便使设计者拥有最高端品质的陶瓷，最革新的方案和一切所需的必要元素来完
成白璧无瑕的精加工工艺，并且高水平的品质特点也将最大化地保证设计者的设计空间。因此
加德尼亚陶瓷集团（Gruppo Ceramiche Gardenia Orchidea）作为世界领先的陶瓷生产公司遵
循并始终代表着这种坚持，以极大的热忱在每块产品的背面留下加德尼亚的标签，成为范思哲
旗下相应产品高端制造的见证人和其相应客户尊贵信誉的保障者。如今，在米兰时尚之家范思
哲品牌的店面中，美杜莎（Medusa）的标志和希腊新古典主义的情调随处可寻，对于加德尼
亚这是一份集团独享的骄傲也是一股继续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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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德尼亚陶瓷集团公司历史和活动简介
自从1961年以来，加德尼亚陶瓷集团（Gruppo Ceramiche Gardenia Orchidea）致力于发
展具有自身特点的家居概念：这个选择使公司成为意大利风格的代名词，其卓越的品质使其客
户遍及世界120多个国家。
今天的集团由Massimo Bonezzi带领，一如既往的秉承高端产品路线的市场定位，使品牌
形象和声誉在市场中拥有稳固的重要地位。
加德尼亚（Gardenia Orchidea）品牌一方面致力于开发旗下风格迥异的陶瓷系列；另一方
面，集团在1997年与范思哲品牌联手打造范思哲家居陶瓷系列，成为时尚家居界一条独一无二
的风景线，继而在2005年，成功开发Garfloor品牌，成为全瓷类产品中的先锋。
2008年，是配件系列King G.O. 崭露头角的一年，它的出现使家居设计更立体地以360°全
方位视角演绎，同年首次亮相的系列品牌还有Crystal Ker，它是一种用于墙面和地面装潢的新
型瓷砖，厚度仅3mm，专为高端居所设计。
每年，加德尼亚集团出产近5百万米的陶瓷产品，其中2,5百万米属于bitech材质，2,5百万
米属于全瓷（gres）材质，另外每年还有近1千万瓷砖配件的产品问世。公司占地400.000
m²，拥有制造员工400多名，以安全舒适为原则，不断对工厂进行调整和改善，保证了员工拥
有积极健康的工作环境。
另外，集团有能力完成陶瓷生产的整套工序，如此以来，陶瓷生产中各个重要环节都有加
德尼亚直接控制把关，从陶瓷上釉到特殊规格产品的设计制造，包括手工生产环节和极品陶瓷
的传统手工绘制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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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德尼亚，技术人员和产品经理始终与设计者和建筑师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使得加
德尼亚的陶瓷都源自经过深度科研调查的原材料，拥有工艺精湛的精加工过程和高等艺术水准
的美学装饰后而成品。确实，加德尼亚的目标永远是在经过周密严谨的考核研究后，为居住空
间提供最精准细致的产品。
品味的体现和空间的新概念是加德尼亚瓷砖诠释建筑的两条主线。对具有自然特性和丰富
纹理的木材和大理石的运用与通过对玻璃和金属的整合延续性来重新演绎空间的特色成为加德
尼亚新产品中独特亮眼的高新卖点。
近年来加德尼亚也深知，仅有高端的质量，高强的耐性和高贵的审美品味，而离开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也不可能长足的站稳市场。 这里所指的可持续发展是保证绿色环保，生物多样性
和未来生产的环保系统能力。当下显而易见，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需
要，消耗自然原料的速度远大于自然本身的更新速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集团在诠释现代预支
未来的形势下， 恪守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化之为具体的行动方案打造负责任的生产文
化，把环境保护和人文生活方式质量的提高做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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