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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行业永远都是五彩缤纷的，多年来，丰富的经验让我们有机会和世界各大知名品牌以及

他们的设计师进行合作，从而在设计行业里占据一席之地。设计，规划和创新可以说已经成

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在做着和设计有关的事情。

不管是在学习的时候，还是在闲暇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构思着，设计着。

另外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质量，这是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解释清楚的概念，但为了拥有绝对

的诚信和竞争力，质量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设计方案最关注的一点始终都是质量，我们一

直在尽最大的努力，把市面上所能找到的最高质量的服务带入人们的生活，我们永远把客户

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设计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一种意义，那就是为客户提供一种独一无二

的服务， 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可以说世界上能保证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少之又少。

关于这一点，可以举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在推出这本产品介绍书的时候，我们想要强调

的是 SAG80 集团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把最好的提供给客户。

回首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走过的五十年，可以说无论每个人的审美观如何，设计都是注重细

节的一个代名词，我们的整个团队会一直在注重细节这条路上走下去。

Sag80 group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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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  专业室内设计

•  全球航运和装配

•  个人购物和生产基地参观

•  全套家具一站式方案

•  契约式设计、房地产和游艇的内部设计方案

•  家具定制 – 限量款

•  家庭自动化

•  3D 渲染以及虚拟现实设计

•  婚礼用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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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室内设计
针对企业与个人

SAG80集团的设计方案专注于细节的完美和整体效

果。不管是私人住宅还是公共空间，如接待室、大型

企业的办公地点，我们都将尽最大的努力把设计做到

完美。Dome Milano Interior 建筑与设计工作室的专业

团队会把新趋势和高品质这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打

造最适合您的设计方案。

对于任何一个项目，SAG80 集团都会
保证优异的质量。我们的专业团队会努
力满足客户的任何需求。根据您的喜
好，每一个空间都会拥有与其配套的设
计，对于您的每一个要求我们都会找到
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值得您信赖，我们的团队会全力以赴，对

每一个阶段的工作进行严格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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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方案 美的选择



1312

面积约 600 平米的科莫湖别墅被大自然环绕着，从建筑的外部到内

部的细节都可以看出这是一项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一完美的结果要归

功于 PIERO LISSONI 和 SAG80 集团的精诚合作。

SAG80 集团和 PIERO LISSONI:
科莫湖别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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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般的海景房，而是一种由精致的家具和材料打造的生活

方式。利古里亚海岸项目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它完美的体现了 

SAG80 集团的价值和能力。从最初的设计到项目的完成，SAG80 集

团都向客户展示了最出色的专业技能。

常年面朝大海的利古里亚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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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80 集团一直在零售行业努力耕耘着，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行

业，它能使我们不断接触到符合最新发展趋势的项目。通过这个渠

道，我们的工作每天都能直接接触到各式民众，从而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集团一直以来所提倡的优质材料和服务。

SAG80 集团和 FONTANA 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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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SAG80 集团在达拉斯完成的一个重大的设计项目，在这个项目

中，独特的外形设计使建筑成为了一颗灿烂耀眼的新星。在达拉斯的

这一项目也很好的体现了 SAG80 集团的价值所在。地域和空间并不

能限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设计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保证质

量与效率的双重丰收。

在达拉斯完成别具一格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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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poke
店舖为您量身定制各种家具

米兰市里一家新店的诞生让 Bespoke 变得

更有能力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从家具

到灯具，再到家庭自动化，SAG80 集团所

有项目都能非常精准的实施。我们的专业

团队会根据每个客户的需求设计出完整的

方案。我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美观，而是

能够从科技的角度去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的另一个强项是照明技术，这项技术

突出了光在设计中的重要性，设计以及生

产家具的日益专业化使 SAG80 集团在行

业内拥有了很高的可信度。

从私人住宅到大型的现代化公
共空间，每一种需求都会有一
个极其细致的解决方案，每一
个项目都会达到最佳效果。

就像一件精致合体的衣服离不开一个优秀

的裁缝一样，一个精确项目的完成同样离

不开 SAG80 集团。

为您量身定制完美住宅

Bespoke 定制解决方案

Bespoke定制解决方案部门提供了定制每个
产品的无限可能性。不管是家具，照明至
家庭自动化系统，SAG80 集团知道拥有完
美满足需求的产品对客户是多么重要，因此 
SAG80 集团拥有能够一丝不苟精准实施项
目的能力来使客户满意。
SAG80 集团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不仅
能够依照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具有无可挑剔美
感的项目，并且从科技角度出发去提高生活
质量。

我们的另一个强项是照明技术。对室内设计
中光线的讲究，以及精益求精的家具生产与
设计，使 SAG80 集团通过实施的项目在产
业中拥有高度信任保证。

藉由技术的进步，不管是私人
住宅到通常为契约式设计合作
的大型公共空间，各种需求
都能够得到最为细致的解决方
案，以打造完美的项目。

就像一件最精美的服装需交给最优秀的裁缝
师傅一样，打造一个精致又创新的项目也必
须交由 SAG80 集团的精湛工艺。

为您量身定制完美住宅

Bespoke 定制解决方案

Bespoke定制解决方案部门提供了定制每个
产品的无限可能性。不管是家具，照明至
家庭自动化系统，SAG80 集团知道拥有完
美满足需求的产品对客户是多么重要，因此 
SAG80 集团拥有能够一丝不苟精准实施项
目的能力来使客户满意。
SAG80 集团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不仅
能够依照客户的需求开发出具有无可挑剔美
感的项目，并且从科技角度出发去提高生活
质量。

我们的另一个强项是照明技术。对室内设计
中光线的讲究，以及精益求精的家具生产与
设计，使 SAG80 集团通过实施的项目在产
业中拥有高度信任保证。

藉由技术的进步，不管是私人
住宅到通常为契约式设计合作
的大型公共空间，各种需求
都能够得到最为细致的解决方
案，以打造完美的项目。

就像一件最精美的服装需交给最优秀的裁缝
师傅一样，打造一个精致又创新的项目也必
须交由 SAG80 集团的精湛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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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又独特的客厅

无论风格，颜色或形式如何变幻，在选择一套舒

适的沙发时，设计感和舒适感是可以并存的。比如 

Maxalto, Minotti, B&B Italia, Cassina e Molteni&C 

等品牌的产品。除了舒适的沙发外，一个实用的书柜

也可以让客厅变成我们度过闲暇时光的好地方。宽

大的书柜可以满足阅读爱好者的需求，小巧的书柜

对于喜好简约风格的人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总

之，书柜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家具之一。

如果你们想要为家里的客厅选择一个既舒适又能和

书柜搭配协调的沙发，

那么在 SAG80 提供的众多产品里，
这一系列的品牌和型号对你们的选择
一定会起到很大作用。

但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直接前来我们的展厅参观并了

解我们所有系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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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的独特设计

位于 Corso Europa 和 via Cavallotti 交界处的达达旗舰

店 (DADA) 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品牌，而是 SAG80

集团的主要支柱之一。今天它也是  Mol teni&C 的一个

旗舰店。如果您想寻找独特的厨房设计、先进的技术和

时尚的风格，那么达达旗舰店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达达旗舰店提供的很多厨房设计模式已经超
越了大众的审美，这些新型的模式经常把厨房
和客厅这两个空间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我们的设计在细节上也会

不断完善，这些在每年的产品介绍书中都有所展示。但无论怎

样完善，我们一贯坚持的高品质是不会改变的。阿玛尼达达

(Armani Dada) 精致的风格主要反映在材料，造型和细节处理

上。这些设计带给您的将是一种永恒的优雅。

尽管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在不断的改变，厨房却一直是和家人

团聚的最好的地方。厨房的设计风格需要有一定的持久性，

只有这样才能让厨房成为与亲朋好友共同用餐的理想场所。 

Boffi 为广大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多年以来，Boffi 一

直遵循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精益求精的技术研究。多年

来，Boffi 一直紧跟时代的步伐，日益更新着对于厨房的设计

理念。目前 Boffi 提供的服务也包含洗手间和壁橱的设计。从

一开始，SAG80 集团就选择了和这一品牌长期合作 从企业建

立的第一天开始，厨房的设计对我们来说就等于是在国际范围

内的一项创新工程。

最好的例子是设计师 JoeColombo 在 1963 年完成的 Miniki-

tchen 方案，这一设计方案至今还在一些设计类的大型博物馆

内展出，如米兰三年展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不断达到新

高度的道路上，品牌最重要的是遵守诚信，并成为客户审美观

的忠实代言人。就像 Piero Lissoni 的厨房设计方案 “Aprile” 和

Patricia Urquiola 的 Sal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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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就像在SPA一样

毫无疑问，现代人们的家中，卫生间常常被设计得

无比舒适，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星级酒店和  SPA 一

样。浴缸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定义，成为了

卧室里的典型元素之一。对于生活品质的高要求来

说，浴缸往往需要具备一个小桑拿的功能，让人能

够在一整天劳累的工作后彻底放松下来。

所有设计元素都会以现代人对空间
的运用和现代家庭不断变化的生活
习惯为参考。

在卫生间设计方面，在所有与  SAG80 集团有合作

的品牌中，我们选择了一些业内知名度很高的公

司，这些公司的设计都具有相当高的性价比和精

致的外观。Antonio Lupi, Falper, Agape, Boffi 

和  Flaminia 在设计质量、外观造型和材料方面从

众多公司里脱颖而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展厅里看

到它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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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适的卧室里
放松自己

在劳累了一整天以后，卧室是彻底放松和休

息的地方。正因为这样，无论是从整体的色

调还是从床的外观上来看，卧室都是要给人

营造一种安宁和谐的氛围。

Molteni&C 的 Ribbon 是由设计师 Vincent 

Van Duysen 设计的，这款设计很好的体现

出一间卧室应该具备的舒适性。Porro 的 

Makura 为卧室营造出了一种十分温馨的气

氛，同时也能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这款产

品能使席梦思床垫维持原有的形状。枕头呈

现自然地弯曲，边缘由斜角和圆角构成。这一

切的舒适都由 B&B Italia 的 Papilio 为您精心

打造。 无论是一个宽敞的衣帽间还是房间内

一个单独的柜子，为了让卧室的功能变得更

完善，衣柜也是必不可少的。Molteni&C 的 

Gliss Master 用来镶嵌在墙内做壁橱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选择。B&B Italia 的 Backstage 

高贵优雅，适用于各种风格的卧室。Porro 的 

Storage 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设计，对于

追求简单、独特并且实用的人们来说，它是

相当合适的。

卧室并不仅仅由床和衣柜组成的，整个卧室

内的环境需要经过精心的设计才能体现出个

人品味。SAG80 集团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出色

的专业能力为客户打造具有个性化且又创造性

的方案，我们的团队会结合舒适性和功能性

为客户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居住空间。从壁

橱的设计到每一样家具的摆放位置，SAG80 

集团绝不会忽略任何一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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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色的戶外设计

一个优秀的设计既体现在室内也体现在室外，无论是

私人的小院还是几百平米的大花园，室外的空间对任

何一个建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山上到海边；从

私家花园到公共林园，

一个合适的戶外设计方案对企业和个人
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形象代表。

在这一行业，Kettal, Dedon, Roda, Paola Lenti, 

Minotti e B&B Italia 等品牌在设计质量和功能创新上

都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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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风情灯具

aLUZejos

每到夏季，旅行和度假就成为了最受关注的话题，

地中海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美丽的沙滩让这里变成了

度假的胜地。从米科诺斯伊  (Mykonos) 到奥利亚 

(Eolie) 再到巴塞罗那 (Barcellona) ，如果游客们想

在地中海国家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那么这些

地方的 “热情” 和各式各样的风俗文化无疑会成为游

客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aLUZejos 是由 Silvia Massa 工作
室设计的一个灯具系列，设计中采用
了一些装饰元素，这些元素在南欧和
北非某些国家的建筑上十分常见。这
款设计把重心放在了灯光上。

这组灯具以塑料为原材料，既轻便又耐用，外表会

呈现陶瓷的效果。

这款设计让传统的图案变得更具现代化，让室内氛

围变得更加温馨和谐，似乎能唤起一段地中海假期

的美好回忆。在 Dome Milano Interior 设计工作室

你们将会看到这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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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 Milano Interior
建筑与室内设计工作室 
对每一个项目倾注全部热情

Dome Milano Interior 工作室的工作理念就是把满腔

的热情带到项目中。整个设计工作室充满了新鲜的元

素，工作室被分为两部分：设计工作区域和展览区

域。展览区域内展出了由工作室精心挑选出的产品，

通过这些展品大家可以了解到业内的最新趋势。另

外，大家还可以看到由 Dome 独家生产的一系列产

品，比如 Bond 这款桌子，在设计里，棱角分明的几何

图案和圆润的线条呈现出了一种巧妙的对比。在独特

的外观和精致的做工下，传统和时尚被完美的结合在

一起。木头上燕尾形的花纹是整个设计中的亮点。每

一项设计的成功都要归功于创始人 Rachele Pellegatta 

和他合作伙伴们的丰富经验。

他们是一群具有创造力的青年设计师。

他们的风格非常简约，在选择搭配外观、颜色和材料

时非常果断大胆且不失优雅。

Dome Milano Interior 工作室有一群热情洋溢的设计

师，在这里你每天都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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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una 浴缸

2015 _ Agape _ 设计师 Patricia Urquiola

3 • Algon 躺椅

2016 _ Arflex _ 设计师 Luca Nichetto

2 • Kabà 扶手椅

2016 _ Paola Lenti _ 设计师 Elia Nedkov

4 • La Petite Table 灯具

2015 _ Artemide _ 设计师 Quaglio Simonelli

我们的选择
我们选择的产品
会为您带来最高的质量

5 • Nessy 沙发

2015 _ Campeggi _ 设计师 Emanuele Magini

7 • Pin 落地灯

2015 _ Vibia _ 设计师 Ichiro Iwasaki

6 •133Ico 椅子

2016 _ Cassina _ 设计师 Ora ito

8 • Compression 沙发

2016 _ Moooi _ 设计师 Paul Cocks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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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Secretello 书桌

2016 _ Molteni&C _ 设计师 Michele De Lucchi

11 · Gallery 储物柜

2016 _ Porro _ 设计师 Gabriele e Oscar Buratti

10 • Commodore 收纳盒

2016 _ Glas Italia _ 设计师 Piero Lissoni

12 • Keep Balance 灯具

2016 _ Ingo Maurer _ 设计师 Ingo Maurer

13 • Mesh 吊灯

2015 _ Luceplan _ 设计师 Francisco Gomez Paz

15 • Avio 沙发

2016 _ Knoll _ 设计师 Piero Lissoni

14 • Stampa 扶手椅

2015 _ Kettal _ 设计师 Ronan e Erwan Bouroullec

16 • LP 折叠椅

2016 _ Kristalia _ 设计师 LucidiPev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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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式设计
空间大小变得不再重要

在契约式设计领域内，我们的专长是设计私人住

宅，酒店和办公地点。SAG80 集团拥有优秀的专

业技能，多年以来，我们和最好的制造商、设计

工作室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项特殊的服务使我们能够全方位
的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且给客户带来
一个满意的结果。

专业团队的设计会提高私人住所或商业场所的价

值。最终的效果会体现出意大利传统风格和高科

技的结合。

契约式设计并不仅仅适用于建筑，目前这种设计

已经扩展到游艇等行业。如果您想要追求美观和

高品质的结合，那么根据个人需求所定制的用品 

Made in Italy (意大利制造)的质量保证是不可或

缺的。

SAG80 集团一直都在不断实现新的目标，展开

新的合作。我们非常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的合作

伙伴，如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师，设计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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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米兰
的展厅

www.sag80group.cn

SAG80 
www.sag80.com

Dome Milano Interior
www.domemilano.com

Corso Europa
www.corso-europa.com

Centro Dada
www.centrodada.com

SAG80 
www.sag80.com

Dome Milano Interior
www.domemilano.com

Corso Europa
www.corso-europa.com

Centro Dada
www.centrodada.com

SAG80 
www.sag80.com

Dome Milano Interior
www.domemilano.com

Corso Europa
www.corso-europa.com

Centro Dada
www.centroda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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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80 集团的主页

可能我们在这里还没能给您展示出最好的一面，

希望您能在网络上关注我们 SAG80 集团，关注设计的世界。

APP会帮您以最快的速度找到最好的产品，
并且获得最新的信息。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产品的价格，可以通过
微信咨询。

在 IOS 或 安卓系统下载我们的 APP

Sag80group

www.sag80group.cn

SAG80EXPORT

45

以及其他优秀的设计品牌...

Sag80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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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用品

门

厨房用品

家具饰品纺织品

室内照明

室外照明

家具 户外用品 办公用品

材料 壁纸

产品分类



SAG80EXPORT

微信

SAG80 GROUP
www.sag80group.cn
info@sag80group.cn
电话 +39 02 63470257

契约式设计
contract@sag80group.cn

Sag80Gr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