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雕塑性的室内外陶瓷家具 

绍博·埃迪特出品

驯服





《我还记得，当我接触艺术学时，我站在数以百计的火

焰之前看着包含大型雕塑的、凹凸形状的砖地壳时，

与陶瓷材质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连接关系。控制火

焰的力量与开发改造材料的能力一直让

我着迷。从那时起，我的专业和目

标都已清楚的决定了。

 从自早期《炼金师》时段，

培养了我对创新的兴趣，激发

我设计隔音板、家具以及其

他物件，我兴趣的焦点是

找到空间和物体，语音和

形式，灯光与触摸之间的

独特连接。我现在知道，

我在依赖关系的繁复中

寻找不同介质之间的 

平衡与连接。》

埃迪特·绍博



驯服系列代表了世界家装设计独

一无二的领域。产品材料上运用

传统而新颖的陶瓷，与此同时，

产品形状上重新诠释了精心

而独特手工打造的定义。

驯服系列家具新颖精细的形

状、复古功能性的雕刻与传统

具象雕塑的灵魂相结合，并由

工匠精心打造。

触觉艺术



除了它的功能性以外，驯服系列的动物造型

唤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渴望，在我们心中引发

强烈的情感。产品远观是一种几何形状，走进

后我们才会发现实际上是一只动物的外线，

接下来我们可以自己相配嵌入我们想象中的其

他相关形状。

欣赏驯服系列设计需调动一系列感官：我们要

感受作品更加微观的、无形细节的话，除了视觉

以外，需要靠我们的感触能力。人们需要时间与

驯服系列相处，便更能体验到它独特形态与材

质所带来的终极享受。像一只驯养的野生动物

一样，先谨慎临近、令人欣慰的触摸，最后才展

示它最真诚的一面。

驯服系列家具受到各年龄段人们的欢迎。已经

安放在室内外的设计产品被人们惊艳发现，无

论是路过的爷爷还是孙儿都会开心而惊奇地指

出藏在座椅里的狐狸尾巴和圆润的熊掌，或是

轻轻抚摸公园中狐狸桌凳那突出来的小耳朵。



驯服系列陶艺桌凳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能

够大规模生产的家具，同时是一种具有精

制功能性与雕塑性的作品。狐狸物件和熊

物件是TAME系列设计产品中的重要部分。

各式有机家具的多样组合令人联想起人类

驯化的野生动物。这些目前小批量生产的

产品是由坚固耐用的优质材料精制而成，

均适合室内外使用。

其雕塑性的形式，圆润、诱人的形状，

将TAME动物系列座椅叠放组合可为各类

活动庆典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驯服系

列产品通过划定区域，设定方向来协助排列空

间。该系列更加尊重人体工程学原理，达到与

理想环境关系之间的平衡。

驯服系列
用驯服布置空间



驯服 的创造性应用

驯服狐狸、驯服熊以及驯服鹿茶几，

是室内室外家具的理想选择。既可以

服务于私人空间，也可以摆放在公共

场所。既可以用于客厅座椅，又可以摆

放在篝火旁围成一圈，因为该产品材

料极具耐候性和耐火性。

既可以用作小桌成群摆放，又可以用

作床头柜守护梦乡。当它们加热时，

冬天的花园里、孩童的小屋里、浴室里、

甚至客厅里立即变得生气勃勃。由于产

品极易清洗和保养，放置在浴室里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猎人收集的狐狸幼崽被抚养于密

闭的笼子里，他们的目光带着永无

止境的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被

释放。我作为一个小孩，想到由我

来绘画他们，可以让他们继续生 

存下来。》

这款狐狸造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

盘绕的尾巴。鬃毛里露出的两只耳朵

有极具抚慰性，让你情不自禁的想去

触摸它。



狐狸系列座椅更适于成套摆放，

形式上更是多种多样。

一件狐狸座椅可用于一个人休息，

两件拼合在一起便成了双人座椅，

底部附加的滑轮更令组合过程 

更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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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其特殊材料由高质量黏土制成，

高温烧制使产品极具耐用性和防冻性

抗压强度100牛顿每平方毫米

抗弯强度20 牛顿每平方毫米

检测结果由工程地质部门电子

材料陶瓷电容器协会颁发

重量40 公斤

中空 压延成型，

因此便于携带和摆放。

大小

宽度55厘米、长度60厘米、高度45厘米

防冻

火烧技术使得家具凝固成紧密结实的材质，

甚至达到零孔隙度，

因此抗冻性极强。

防火

驯服系列符合最高耐火性标准:

‘A1’

100% 抗紫外线

驯服系列不受紫外线影响，

可永久保持不褪色。

耐化学腐蚀

驯服系列不受酸性清洁剂以及其他清洁材料的影响（例如，

乙酸、一氧化二氮溶剂、磷酸、苏打水等）

高水平卫生标准

高温火烧技术使其具有耐化学性和防水性，

容易清洗，

因此满足高水平的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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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采摘舒梅，举一个分支时发现

我与一只熊面对面，我们俩吃着同样的水

果。幸运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熊 

与我都转身到不同的路径。》

驯服熊看上去很大，摸上去却很柔软，

就像一个大毛绒玩具。希望我们 

可以相互依偎着，就如躺在舒 

服的靠椅上。



可以翻滚的熊系列设计产品，

每一面都可成为舒适的座椅，

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

都可找到座椅合适的高度

该设计和造型极为安全稳重，座椅无论

摆放在哪一面均可保证稳固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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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 火红 雪花石 晶质石 苔藓绿 海碧 金铜色 古青 旧金 珍珠母白 仿古 
  膏玫瑰色 墨色    铜色 属色  金色
          
          

 * 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任何色系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驯服熊

材质

其特殊材料由高质量黏土制成，

高温烧制使产品极具耐用性和防冻性

抗压强度100牛顿每平方毫米

抗弯强度20 牛顿每平方毫米

检测结果由工程地质部门电子

材料陶瓷电容器协会颁发

重量40 公斤

中空 压延成型，

因此便于携带和摆放。

大小

宽度45厘米、长度55厘米、高度55厘米

防冻

火烧技术使得家具凝固成紧密结实的材质，

甚至达到零孔隙度，

因此抗冻性极强。

防火

驯服系列符合最高耐火性标准:

‘A1’

100% 抗紫外线

驯服系列不受紫外线影响，

可永久保持不褪色。

耐化学腐蚀

驯服系列不受酸性清洁剂以及其他清洁材料的影响（例如，

乙酸、一氧化二氮溶剂、磷酸、苏打水等）

高水平卫生标准

高温火烧技术使其具有耐化学性和防水性，

容易清洗，

因此满足高水平的卫生标准。



《时而，当我站在它

们的路径上，有三只

雄鹿以保护着群中的

几头麀脱颖而出站在我面前。每次

都是一种非常明显与坦率的和

平沉默。》

可触知与优雅的鹿精于微妙之处，

其鹿角形成微细的拱形表冠。这件作品

激发我们去接近并留任于鹿群内，

给我们一段和平时刻。



清醒的鹿向后看，是连续、

肆无忌惮的关注。在寂静的位置处，

其螺旋形的样子给家具增添了详

细而不失优雅的形式。

驯服鹿设计概念的目标是创造

一个能成为环境焦点的手工制作的

家具。这种形式语言包含一个微

薄的膜覆盖鹿，改造鹿角成一个功

能性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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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 火红 雪花石 晶质石 苔藓绿 海碧 金铜色 古青 旧金 珍珠母白 仿古 
  膏玫瑰色 墨色    铜色 属色  金色
          
          

 * 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任何色系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驯服鹿

材质

其特殊材料由高质量黏土制成，

高温烧制使产品极具耐用性和防冻性

抗压强度100牛顿每平方毫米

抗弯强度20 牛顿每平方毫米

检测结果由工程地质部门电子

材料陶瓷电容器协会颁发

重量42 公斤

中空 压延成型，

因此便于携带和摆放。

大小

宽度55厘米、长度68厘米、高度50厘米

防冻

火烧技术使得家具凝固成紧密结实的材质，

甚至达到零孔隙度，

因此抗冻性极强。

防火

驯服系列符合最高耐火性标准:

‘A1’

100% 抗紫外线

驯服系列不受紫外线影响，

可永久保持不褪色。

耐化学腐蚀

驯服系列不受酸性清洁剂以及其他清洁材料的影响（例如，

乙酸、一氧化二氮溶剂、磷酸、苏打水等）

高水平卫生标准

高温火烧技术使其具有耐化学性和防水性，

容易清洗，

因此满足高水平的卫生标准。



埃迪特·绍博创造传统限量版系列驯

服熊时，运用陶瓷技术达到最

高档次的质量。

限量版系列包括12件独一无二得作品。

每件作品都会使用不同的开放式焙

烧技术，创造传统的历史先例。该限

量版系列的目标是保持传统陶瓷方法

和现代印象深刻之间的平衡。



火焰与灰烬的艺术

此微妙的木质燃烧技术符合特殊烧

制效果。饱和槐树灰的火焰烤漆已

带釉彩的驯服熊 表面。

火焰的角度与方向跟着下落的灰结

合，突出其形状未被发现的细节。

在木质燃烧流程最后的阶段粘土体

转变为半透明和柔软的材料足以响 

应于采取从槐树灰分的化学变化。 

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在窑内 

用了1320°C的温度。





绍博·埃迪特
是一位专注于建筑术的、功能性与概念性 

相结合的陶瓷艺术品雕刻家与设计师。 

她在水景、陶瓷和砖石瓦炉具、陶瓷装饰、 

街道家具与雕塑，以及建筑包层系统等 

专业领域内获得了丰富多彩的经验，

均显示在她的艺术创作中。

她并未将自己的作品只看作放在空间里的一

种单纯的物体，而将其看作照亮空间的概念

结构，融合进整体环境布局中的组成部分。

邵博·埃迪特公司所创作的作品，运用雕塑家

的工具搭配艺术家的手工技巧，将创作材料与

精美的外形完美结合，是对精雕细琢的细节和独

特之处的完美体现。精心塑造的产品，从最初的生产

原型以及最终的生产线都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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