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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意 家 居 · 灵 魂

创立于2004年的悍高集团，秉承“为提高人类生活品

质而奋斗”的使命，使用欧洲的工艺技术，为客户提供

高品质和全方位的功能五金整体解决方案。

在悍高的眼中，居家的每一件物品，都值得再设计一

次，用创意原创设计，为每一件居家用品注入灵魂。

并于2014 \ 2017 \ 2018 年三度获得“被誉为欧洲设计

奥斯卡”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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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of HIGOLD Functional
Hardware Co., Ltd

悍高智能与功能五金公司简介

广东悍高智能与功能五金有限公司，隶属悍高集团，主营厨房功能五金、智能厨

具，是中国智能与功能五金行业高端品牌，连续五年在全国销售及市场占有率占据

独角兽地位。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悍高拥有强大的智能与功能五金技术研发中

心和研究院，包括在德国科隆市由 Nicolas 领衔的智能与功能五金技术研发分部；

在意大利都灵由Prininfarina 团队领衔的工业设计分部。现有自主创新专利达到 300 

多项，并于2014\2017\2018 年三度获得“被誉为欧洲设计奥斯卡”德国红点设计

大奖。最新建成的“悍高星际工厂”生产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自动化智能制造与

纳米金属表面喷涂技术获得大规模应用，是目前亚洲规模宏大的智能与功能五金研

发与制造基地。悍高智能与功能五金凭极致的原创设计与高品质的产品竞争力畅销

全球 86 个国家及地区，营销网络触及全球。在中国，悍高拥有国内城市总代理商 

140 多个， 授权特约销售的橱柜和衣柜店多达数家。是国内领先的橱柜企业及知名

地产商长期指定合作品牌。悍高将继续秉承“为提高人类生活品质而奋斗”的理

念，持续创新、挑战极限，打造享誉全球的高端智能与功能五金航母。

Guangdong HIGOLD Functional Hardware Co, Ltd, which is subordinate to HIGOLD 

Group, with main business on the kitchen functional hardware and the intelligent kitchen 

utensils, is the high-end brand of the Chinese functional hardware industry, and has 

taken a leading position in domestic sales volume and market share for successively 

five years. As a new and hi-tech enterprise, HIGOLD has established strong technical 

R&D center and institution of functional hardware, Including the functional hardware 

technical R&D division led by Nicolas in Cologne of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design 

division led by Prininfarina team in Turin of Italy. It now has obtained 300 independent 

innovation patents and been awarded with the Red Dot Design Award, "known as the 

European Design Oscar" in Year 2014\2017\2018. The newly built "HIGOLD Star 

Factory" has a production area of 20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automatic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nano metal surface spraying technology are applied with large 

scale, and it is the largest functional hardware R&D and manufacturing base in Asia. 

HIGOLD functional hardware has been sold to 86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its 

marketing network has covered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its extreme original design and 

high quality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 it has developed over 140 distributors in 

domestic cities and over 10,000 authorized stores of kitchen cabinets and closets are 

selling Higold products HIGOLD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concept of "striving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continue to innovate and challenge the limits, and 

build a world-renowned high-end functional hardware carrier.

Founder & President of the HIGOLD group

Mr. Alwin Ou



宾 尼 法 尼 纳

Pininfarina（宾尼法利纳）是意
大利的国宝，是世界顶尖工业设
计公司，以设计法拉利跑车而闻
名于世。与悍高集团联合研发多
款高端智能产品，更进一步的提
高人类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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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源自超跑追求极简奢华的完美体验，
悍高智能阳台独一无二原创经典

07 08

跨国设计天团

联合掀起晾晒美学革命



征服挑剔的灵魂

动感三色，蓄势待发

银灰色

宝蓝色

香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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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窥视，亦是诱惑

在不一样的角度，
赏不一样的风景，
享受同样的美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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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阳台艺术造物

在跑车中汲取灵感，
重新塑造每一细节。
从主机到晾衣杆，
将跑车线条运用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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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晾衣，更能晒被

两杆四杆，随心切换，
晾衣晒被，都能轻松搞定，

满足全家晾晒需求。

2根
晾衣杆

28个
晾衣孔位

2根
晒被杆

2.24米
晒被杆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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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m晾衣间距，通风透气更快干晾衣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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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摊开晾晒，被子无需频繁翻面晒被
Sun q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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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in 风干

吹走春天湿气，
吹走盛夏燥热，穿衣更舒适

点阵式加大消毒灯

传统消毒灯，坏了就必须更换。
点阵式消毒灯，由一个个光点组成，
只要光点没有全坏，
就能保持消毒效果，更加持久耐用。

120min
风干

紫外线
防灼伤保护

30min
定时消毒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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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无边框LED灯

颜值更上一层楼，
独特，美观，更显灵动，
赋予智能阳台更别致的景色。

专利超跑型遥控器

挂墙滑盖式，找遥控器不再难。
超跑造型，让一个小小的遥控器，
也值得拿在手中细细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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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快装结构

原来等师傅安装要一天，
现在只需半小时。

专利磁吸式铭牌

画龙要你亲自点睛，更具仪式感。
安装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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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型号：800233

颜色：香槟金 / 银灰色 / 宝蓝色

功能：  升降 / 照明 / 消毒 / 遥控 / 风干 

主机尺寸：  1300 x 330 x 80（mm）

PRODUCT
SPECIFICATION

挂绳材质：  SUS304包塑

机身材质：  铝镁合金

承重：  35 kg

照明：  LED 12W

消毒功能率：  6W x 2

风干功率：  7W x 2

升降高度：  1200mm

衣杆伸缩长度：  2550mm

被杆伸缩长度：  2240mm

温馨提示：单位cm  |  手工测量尺寸，具体尺寸以实物测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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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阳台，美不胜收

不仅有实用的功能，每一道线条都脱离了平庸，
从客厅往外眺望，让美景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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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正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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