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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简约
位于意大利的 Civita Castellana 的 valdama 是一个年轻的公司，从某种程度来讲，它的诞生

回应了市场对于“意大利制造”的庞大需求。旨在生产符合最高设计标准、绝佳质量与最佳创

新的作品。意大利 valdama 的产品色彩丰富，柔和自然，优雅大气，产品线条流畅，其主打

的薄边盆系列，看不到一点点的变形，可与国际顶级薄边金属盆相媲美。valdama 出产的每一

件产品都是精品，甚至是艺术品，走的是精致优雅的路线。valdama 一直坚持传统的设计理念，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些举措都使 valdama 在业内标新立异，备受瞩目。

3

4

IL 系统

IL 系列具有诗意的美。立体的白色台
盆与悬浮座便器充分展现了 valdama
重视设计的特性，十分适合用来营造
简约和具有设计感的卫浴空间。该系
列还提供哑光或光亮的表面，有白色、
黑色两种颜色。

Cut 系列

Cut 系列遵循少即是多的极简设计理
念。精细的边缘与光滑的陶瓷表面，利
落简单。圆形的出水口与方形的台盆
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此系列具有
三种尺寸和两种版本（带或不带收纳台
面），提供不同颜色的版本。

valdama 成立于 2005 年，由 Daniele Vitali 创立，专门生产高品质的陶瓷洗脸池和卫生配件。实际上，材料知识

和陶瓷产品加工工艺由来已久，Daniele 的父亲 Gastone Vitali 于 1979 年创立的 Varm，致力于生产工艺精湛的

餐具和纯手工制作的餐具。公司坚持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精巧简约的设计，从不固步自封，这已成为 valdama 一个

显着的标志，使其与行业中的其他公司区分开来。公司的产品设计依靠 Prospero Rasulo 的艺术指导，Prospero 

Rasulo 是在浴室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设计师和艺术家，以个性化的方式指导 valdama 战略和产品的开发和创新。

产品的定制设计、形式与装饰，都以十分独特的产品特质呈现在人们面前，每个系列都具有多种形状、颜色、材质

的选择，紧跟当下的设计潮流，使 valdama 在竞争激烈的 21 世纪，也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2

1

Soul 系列

由 Monia Marzano 设计的 Soul 是一个
具有强烈个性却又精致简约的系列。流
畅的线条、新颖的陶瓷台面，简约而又
高级。Soul 系列能自动识别水的容纳量，
以温和自然的方式控制出水量。

Seed系列

由 Prospero Rasulo 设计 , 其特征
是具有非常薄的轮廓（不到 3 毫米），
粉色的背景 搭配亮 黑色的 Seed，
简单又不失时尚气息，深受当下年
轻人的青睐。此外，Seed 系列还
有八种不同尺寸和不同颜色的磨砂
或光面漆可供选择。 6

7

Pod 系列

Pod 系列是台面式洗脸盆，独立且实用。
圆滑的曲线修饰着简单的几何图形，带来
治愈人心的视觉美感。该系列还有圆形、
正方形、矩形、椭圆形，多种尺寸可满足
所有美学和功能的需求。

Acquerello 系列

Acquerello 配色新颖，底部与主体形成反
差，为沉闷的洁具带来活力，具有柔和的
线条感，水以流畅自然的方式在表面上滑
动，柔化人心，就像一幅画般可以美化冰
冷的卫浴空间。

5

Cameo系列

Cameo 系列如同一件古老的艺术品，模仿材
料表层细腻的纹理，以展现优雅的轮廓和精致
的浮雕细节，无论是现代空间还是复古空间均
能轻松驾驭。Cameo 系列的特点是一些外框
细节（例如略微凸起的细长边框），带来几分光
滑感和精致感。

vald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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