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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 angeletti ruzza design
。二十年的时间，这对年轻人坚守着自己的设计哲学，将创意融入
生活，极富个性的浴室设计不但得到业界的认可，也为他们赢得了许多国际设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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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纯粹的设计二人组

Model Designer

Model Designer

卫浴柜的设计简单时尚，
有着良好的收纳功能。灰色的地板、
朴拙野性的地毯以及高大的盆栽植物，
为卫浴间营造出自然的原始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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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 计感 极 强的 顶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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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ana Angeletti 1969 年 出 生 于 意 大 利 列 蒂 省，Daniele
Ruzza1967 年出生于罗马。1994 年，两人从罗马工艺美术高等
学院的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因为共同的理念与梦想，Silvana 与

Daniele 一拍即合，迅速成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 ：angeletti
ruzza design.
Silvana Angeletti 与 Daniele Ruzza 的设计作品涵盖各个领
域，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浴室设计。angeletti ruzza design 创立
以来与众多知名品牌有过合作，杰出的浴室设计不但得到业界
广泛认可，也为他们赢得了许多国际设计大奖，如欧洲设计大
奖、红点奖、日本优良设计大奖以及瑞士设计奖的多次提名。
当被问及 angeletti ruzza design 的设计理念时，Daniele
这样说 ：我们的理念 就 是 做 纯粹的设 计，我们一直在寻 找简
洁的力量，而这 本身就 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它是一种 很
难 想 象的简单。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 投 入了全 部 精力。我们 的
工作与人们 和睦融洽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经常 能带来激动
人心的成 果。
“女 性气 质”肯 定是我们的设 计中一个 设 别度

Silvana Angeletti was born in Rieti in 1969, Daniele Ruzza was

born in Rome in 1967. In the 1994 after receiving their Degrees in
Industrial Design from I.S.I.A. in Rome, they opened their design
studio: angeletti ruzza design.

Their work embraces different areas, approaching in particular to

the bathroom design, working with companies like AZZURRA,

COLOMBO DESIGN, F.LLI FANTINI, FLAMINIA, GEDY,

GRAFF, IRSAP, TEUCO. Their work embraces different areas,
approaching in particular to the bathroom design, working

灯个 性时尚， 卫浴 柜
与墙壁材质统一和谐，
双人洗脸池让用户使
用更加方便。 玲珑有
致的座椅为空间增 添
了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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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墙壁和几何花

纹的地毯 让浴室一角
雅致 脱俗，浴缸上方
的小书架可以放置书
籍或者装 饰小物， 贴
心方便增 加了沐浴 的
情趣。

3、瀑 布 式的 宽嘴 出

水口，出水舒适自然，
持续的恒 温出水，不
会出现过冷或过热的
现象，这让洗澡变得
更加舒适美好。

4、此 案设 计简 约中

性，但不缺乏舒适感。
造型新颖的白色座椅，
极富质感，可以充分
放松身心。雅 致的水
盆、 小摆 件丰富了空
间细节。

with companies like AZZURRA, COLOMBO DESIGN, F.LLI
FANTINI, FLAMINIA, GEDY, GRAFF, IRSAP, TEUCO.

Ours is a pure design, Daniele sai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power
of simplicity which in itself is an ambitious goal. It's hard to

think simple! It's a goal to which we devote all energies, a steady
job that sometimes gives exciting results as timeless objects that

accompany the lives of people with harmony. "Femininity" is

极高的元素，尽管我们也想设计得更 加严峻质朴，但“女人味” certainly a recognizable element in our work that always leave out
总是可以带来甜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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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lement of sweetness, even when we want to be more aust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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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氛围。
艺
文
出
造
营
境
环
然味道。
柔和色调的沐浴 几盆绿植也为浴室带来一缕自
想到鸟巢，
联
人
让
计
设
的
浴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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