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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RRE 叙勒 凳子 桦木。
804.200.40

99

￥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浅灰色
403.410.16

349

￥

KYRRE 叙勒 凳子适合摆放在餐桌边上，作为备用座椅。客人离开后，
你可以将它们相互叠放，节省空间。简洁利落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无论放在卧室或门厅都十分适合。

此处展示的所有产品可能仅在部分宜家商场有售。欲知更
多详情，请联系宜家员工或浏览www.IKEA.cn。如需了解
更多产品信息，请参见价格标签或上网查询。所有商品价
格以商场实际价格为准，所有产品组件均需组装。

购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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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时光，由此开启！
不论是在用餐时间，或是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餐厅是每个家
最重要的空间。
结束忙碌的一天后，你可以在这里享受温馨的二人晚餐或是
热闹的家庭聚餐，与你所爱的人聊聊天，增进感情。这里见
证了生活里的各种美好回忆——热闹的生日派对，完成飞机
模型的一刻，解出了数学难题，或是下象棋大获全胜。

与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制造更多美好回忆。我
们丰富多样的产品，能够满足各种不同风格、需求和预算；
如果你想找一个包括桌椅、储物、照明和纺织品在内的完整
餐厅方案，我们也非常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本购物指南展示了一系列出色的产品和家居灵感，帮助你打
造理想的餐厅，让它在今后多年陪伴你创造更多幸福时光。

宜家为你提供一系列的餐厅家具，陪伴你在餐桌旁边度过每
个珍贵的时刻。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桌子和舒适的椅子，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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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耐用的桌椅

实惠价格，兼具功能、品质和设计

打造可以世代相传的餐厅

宜家致力提供价格合理的产品，让大众可以购买和使用产
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不惜做出牺牲来换取低价。
精美设计与卓越功能依然必不可少。

然能运作如常。此外，折叠桌和可叠放的椅子也是心仪之
选，它们能为你的客人提供舒适的座位，同时不会占用太多
空间；而且价格实惠，不会让你的钱包大出血。

我们喜欢在家具中加入巧妙的功能设计，例如伸缩型餐桌中
易于使用的伸缩装置。即使经过数千次的晚宴聚会，它们依

这样，你节省下来的钱说不定还可以用来购买一盏台灯或一
块地毯，搭配你的家居风格，装饰房间。

宜家的“经久耐用”是指什么？它是指家具经历多年的日常使
用后，依然深得你心，不仅提供舒适体验，而且坚固、稳定
如初。它是指在无数个小时陪伴你用餐、聊天、游戏或做作
业后，家具不会变脏、褪色或变形。它是指家具易于保养，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在它们的陪伴下，你可以和家人、朋友
创造更多美好回忆。
宜家的所有桌子均采用优质材料制成，例如实木、坚固的硬
木贴面和蜜胺。这些材料经久耐用，木材表面均经过特别牢
固的涂漆处理，有效防污，以及防止日光照晒造成的褪色。

为了提高整体家具的品质和外观风格，我们设计的椅子不仅
能与桌子和谐搭配，也同样兼具出色设计与坚固结构。经严
格测试，它们能够承载重物，经受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就座
习惯。
因此，无论你是要在这里社交、用餐还是工作，都大可放
心——你的餐厅家具在今后多年将一直为你守候家中的核心
空间。

TÄRENDÖ 塔兰多/
ADDE 阿德
一桌四椅
黑色。110cm
092.463.71

495

￥

经测试可持久使用！我们的伸
缩型餐桌已经过测试，即使你
在10年中每天打开桌子3次，
其伸缩装置依然能运作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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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极简主义者到追求高品质和
巧妙功能，同时希望价格实
惠的家庭，这些家具组合都
是理想之选。TÄRENDÖ 塔兰
多 桌子和ADDE 阿德 椅子的
金属框架结构非常坚固，并且
都通过了坚固度和耐用性的严
格测试。这款椅子可叠放，可
以在家中常备几个，以便接待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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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使用寿命，
更具可持续性
宜家致力为人类和地球带来积极的影响。在餐厅家具系列
中，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过程，再到在顾客家中耐久使用，
我们努力确保产品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周期。
木材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可再生资源之一。在打造宜家餐
厅家具时，我们仅选用可持续来源的木材，即经过认证或回
收再利用的木材。
我们还不断拓展对藤条和竹子等可再生材料的使用。这些材
料质量轻、耐用且灵活，其生长速度比大多数热带木材都要
快。此外，我们一直在探索利用木材塑料合成物。这是一种
采用可再生木材和回收塑料制成的材料，可用于打造创新产
品，譬如ODGER 奥德格 椅子。

我们携手供应商不断寻找可持续的方式，确保产品的耐用性
和坚固性，让产品享有长久的使用寿命。例如，通过添加表
面涂层，让桌子即使多年使用依然保持美观，且易于维护，
同时不会对顾客的健康或环境造成有害影响。

ODGER 奥德格 椅子
蓝色。203.600.01

499

￥

此外，我们不断努力让顾客更轻松地享受更可持续的居家生
活。例如，我们的椅子套可以延长椅子的使用寿命。它们易
于拆卸和清洗，方便顾客不时更换，让椅子焕然一新。
这些或大或小的努力，为确保我们的产品自始至终更具可持
续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ODGER 奥德格 椅子是一款有故事的椅子。走近细看，你会看到椅子光滑表面上的细
线。这些细线来自其中的木材纤维，这是由可再生木材和回收塑料制成的混合材料的
特色。

更换椅子套有助于延长椅子的使用寿命。我们提供了多种颜色和材
料的椅子套任君选择。污脏的椅子套比干净的椅子套磨损得更快。
因此，经常更换椅子套，能让它们的使用寿命延长多年。

SKOGSTA 斯古塔 餐桌
洋槐木。235×100cm
404.192.65

4599

￥

NILSOVE 尼尔索乌/NORNA 诺尔纳
椅子带椅垫，藤条白色/
Laila 莱拉 自然色。293.041.24

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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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有机和可再生材料有助于创造独
特的产品。在设计NILSOVE 尼尔索乌
椅子时，我们将藤条和竹子的天然纤
维与金属底架相结合，打造出轻巧又
现代的风格。这款椅子十分轻便，并
采用了平板包装，既环保，又方便顾
客带回家享受。”
设计师Andreas Fredriksson、
Jonas Hultqvist和Willy Chong

SKOGSTA 斯古塔 桌子采用洋槐木制成。洋槐木是一种防水、防刮擦的耐用木材。我们将浅色树干与深色的木材部分相结合，从而减少了材料的浪费。我们所
有的木制餐桌面均经过牢固的涂漆处理，可防刮擦，防褪色，多年使用也无需费心维护。

9

丰富多样的
桌子和椅子
宜家提供一系列令我们引以为傲的桌椅产品，可满足各种不
同需求、梦想和风格喜好。如果你找到一张喜欢的桌子，但
觉得尺寸太大或太小，不妨再仔细看看，说不定我们还提供
了不同的尺寸选择，甚至可能提供了加长折叶！
但是，除了多种长宽尺寸选择，我们还提供与厨房台面配套
和与吧台配套的餐厅家具方案，为你增添全新的选择范围。

餐厅家具的设计、颜色和材料会对整个空间产生重大影
响；幸运的是，宜家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你总能找到理想
的款式。
还有一点是我们特别引以为傲的。无论你看中了哪一款桌
子，你都能在宜家找到这张桌子的“灵魂伴侣”——一款风格
和色彩与之完美搭配的椅子。如果在琳琅满目的款式中，
要挑选出一款设计太难了，你也可以选择个性混搭。

INGOLF 英格弗 椅子
白色。103.624.87

399

￥

MELLTORP 麦托 桌子
白色。75×75cm
792.463.77

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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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桌子和椅子

丰富多样的桌子和椅子

各式空间的理想之选
狭小空间

中等大小的空间

宽敞空间

无论你是要打造早餐角或装修一室公
寓，我们有各种形状、样式和尺寸的
小巧桌子，以及可叠放或折叠的灵活
椅子供你选择。这些巧妙的方案能让
你的小空间发挥大用途。

适合一家人，或者偶尔接待一两个客
人。一系列可围坐6人的桌子，提供不
同的设计、材料和颜色选择。现代或
传统风格，由你决定。其中许多桌子
还配备了伸缩设计。

如果你有足够的空间，也喜欢在餐厅
进行各种活动，那么我们的大号餐桌
非常适合举办一场热闹的盛宴。不同
的设计和材料，可营造出不同的餐厅
风格，你只需要再布置一下餐桌就
行。如果你希望用餐后能与朋友们多
待一会儿，不妨搭配软垫椅子，增添
舒适体验。

12

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Gunnared 刚纳瑞德 中灰
004.046.66

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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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桌子和椅子

丰富多样的桌子和椅子

灵活至上
可折叠

可叠放

可伸缩

晚餐后，你可以将桌子折叠起来，腾出
空间来跳跳舞。派对结束后，你可以
将这些椅子收纳在门后、床下或挂在墙
上。它们有着丰富多样的设计、始终如
一的舒适体验与坚固性，既可作为备用
家具，也适合固定位置摆放。

可叠放椅子的优点在于你可以购买多
张，放在家中备用，由于可以叠放，
与单张椅子相比，并不会占用更多空
间。我们提供了多款可叠放的餐椅，
甚至还有可叠放的吧台凳。

我们的伸缩型餐桌采用特别的装置设
计，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轻松营造
更多的餐桌空间。所有伸缩型餐桌均
易于使用，一个人即可轻松完成伸
缩。附加的折叶在不使用时可隐藏在
桌面下方。真正做到灵活百变！

一张椅子能有多少个优点？这张GUNDE 冈德尔 椅子的
优点值得你一一细数。它可折叠，又安全。十分轻便，
却又能承重100公斤，结实坚固。家里空间不够？这张
椅子还能悬挂在墙上。

KYRRE 叙勒 凳子 适合摆放在餐桌边上，作为备用座椅。客人离开后，你可以将它们相互叠放，
节省空间。

GAMLEBY 加姆勒比 椅子
浅复古色漆/灰色。
803.648.26

299

￥

平时收起，节省空间；需要时展开，
接待更多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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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
餐厅空间
餐厅的规划不只是在于桌子和椅子的摆放。毕竟这里很可能
是各种家庭活动的中心。如此重要的空间不仅要具备实用功

用地毯点缀餐厅

地毯能为你的餐厅锦上添花，增添温馨气息，还能有效降低噪音。记得选择
耐用的平织地毯，并确保地毯的面积足以容纳整张桌子和所有椅子。更多关
于宜家地毯的信息，参见第96页

能和舒适性，也需要营造出让人宾至如归的温馨感。以下是
规划餐厅空间的一些基本技巧。
挑选舒适的椅子
选择一款心仪的餐桌

选择餐桌时，应考虑要坐多少人。如果空间不够大，无法摆放大型的餐桌，
不妨选择伸缩型的餐桌。然后，考虑桌子的形状。你想要圆形、长方形还是
椭圆形的餐桌？这主要取决于你的空间大小和形状。最后，你会用这张桌子
做什么？用餐？做作业？做手工？根据你的生活方式，选择合适材质的餐
桌。更多关于宜家餐桌的信息，参见第42页

在挑选椅子时，软垫或无软垫，可
折叠或可叠放，甚至是混搭不同款
式——一切都取决于你的需求、你
追求的舒适感以及心仪的样式。别
忘了搭配一些凳子或长凳，客人数
量超出预计时，可以轻松在桌子旁
增加座位。更多关于宜家餐椅的信
息，参见第52页

用灯光营造气氛

良好的照明应该能营造舒适的氛围，散发合适的光线与
色彩，不会产生刺眼的眩光，方便在桌子上进行不同的
活动。因此，你需要考虑灯的外形、形状和材料。此
外，还可以考虑是否选择便利的智能照明，根据不同场
合快速调整合适的灯光氛围。更多关于宜家照明产品的
信息，参见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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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储物方案，方便在餐厅进行各种活动

要打造一个灵活实用的餐厅空间，方便在餐桌上进行各种活动，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巧妙的储物方
案。宜家的独立柜子、搁架单元或橱柜均可与桌子和椅子和谐搭配，让餐厅成为能够满足你一天
中不同需求的实用空间。更多关于宜家储物方案的信息，参见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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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餐厅空间

如何规划餐厅空间

01 尺寸
如果空间不够大，无法摆放大号餐桌，不妨选择带储物的伸
缩型餐桌。如果想获得更多灵活性，记得留意支腿的位置。
立柱式小圆桌更方便添加座位，容纳更多人。长支架式餐桌
能在桌子两边长侧提供更多灵活空间，但两端的空间有限。

如何挑选餐桌

带储物伸缩型餐桌

立柱式小圆桌

长支架式餐桌

02 形状

从三方面考虑
01 尺寸

02 形状

03 材料/活动

长方形餐桌适合大多数的空间，尤其适合人来人往的餐厅，
也适合搭配长凳，不使用时可以放在桌子下面，让空间显得
更宽敞。
圆形或椭圆形餐桌通常需要比长方形餐桌稍大的空间，但可
以很好地平衡方形的空间。这类型的餐桌风格温馨怡人，由
于没有边角，可以容纳更多人。所有人围坐在一起，可以相
视笑谈，能营造一种更舒适亲密的氛围。
方形餐桌方便聊天，因为所有人都能面对面。与椭圆形餐桌
一样，大号的方形餐桌比其他形状的餐桌需要更大的空间。

03 材料/活动
你可根据你的生活需求，考虑选择拥有相应功能和材料的餐
桌，提升餐厅的功能，让生活更轻松。如果你有小孩或需要
餐桌兼顾其他用途——书桌、手工艺操作台或乒乓球桌，则
需要相应地选择适合的桌子及材料。内置储物空间和可伸缩
设计能帮助你在每天忙碌之余，在餐桌上进行各种各样的
活动。
需要容纳多少人？每个人需要约60cm
的进餐空间，桌子与墙壁或橱柜之间
至少需留出80cm的空间。

18

圆形桌子适合社交，长方形桌子风格
经典，椭圆形桌子线条更柔和——选
择哪一种，主要取决于你的空间大小
和形状。

你会用这张桌子做什么？用餐？做作
业？做手工？根据你的生活方式，选
择合适材质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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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餐厅空间

实心硬木
天然实木充满温馨感，如果护理得当，可以使用一辈子。
木材可分为硬木和软木。硬木非常耐磨，包括白蜡木、洋
槐木、桦木和橡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木材颜色会逐渐加
深，变得更加浓郁。此外，天然木材拥有不同的纹理图案和
颜色变化，这也是其魅力所在。

材料
不同的材料各有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以及实用意义。例如，你
知道吗，采用实木制成的桌子可能是用硬木或软木制成。而

SKOGSTA 斯古塔 餐桌 235×100cm 洋槐木

宜家大多数桌子都经过了表面处理，可以防止变色，并最大
程度地减少保养需求，能够轻松使用多年。

实心软木
软木也具有上述天然木材的特征，但通常颜色较浅，纹理图
案也较不明显，并且比较多节。软木制成的桌面更容易被刮
擦，但是如果护理得当，也可以使用多年，并保持美观如
初。宜家桌子使用的软木包括云杉木和松木。与硬木相比，
这类木材通常价格较便宜，也生长得更快，是一种适合打造
桌子的坚固且可持续的材料。
LERHAMN 拉罕姆 餐桌 118×74cm 浅复古色漆/白色漆

硬木贴面

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白蜡木贴面。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 白色。

硬木贴面具有天然木纹的外观和触感，表面耐用，易于护
理，可承受椅子、儿童和玩具的碰撞。在厚实的刨花板上覆
盖一层耐用的硬木贴面，可以形成坚实牢固的表面，与实木
相比，更不易开裂或变形，也有助于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借助这种工艺，我们还能够利用硬木营造富于变化的颜色和
木纹，增加桌子的独特风格和美感。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210/289×105cm 黑色

蜜胺
蜜胺经久耐用，易于清洁，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对于有小孩
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材料，因为它防潮、防刮擦，
并且可以抵挡飞溅的污渍、玩具的碰撞和溅水。搭配坚固的
金属框架，就能打造一张可以经受严格考验的桌子。
MELLTORP 麦托 桌子 75×75cm 白色

NORDEN 诺顿 折叠式餐桌 26/89/152×80cm 桦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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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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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餐厅空间

01 空间
要坐得舒适，最好在餐桌和储物方案之间至少留出80cm的距
离。这个距离能提供足够的空间，供人们穿行或移动椅子。

如何挑选
餐厅储物方案

如果餐厅空间既用于烹饪也用于进餐，则厨房单元和餐桌之
间至少需要留出120cm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才能确保一个人
在厨房工作时，其他人可以舒适地坐在桌前。

02 活动

从三方面考虑
01 空间

02 活动

03 需求

在许多家庭中，餐桌是各种活动的中心。除了吃饭外，这里
也是玩游戏、做作业、打开电脑工作和进行各种爱好活动的
理想场所。即使你也可以去家里其他房间，但在餐厅，在其
他家人的陪伴下，你会更加乐在其中。

03 需求
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储物需求是什么？你需要柜子、抽屉、储
物盒，还是台面空间？针对不同的活动，规划你的储物空
间，能打造更加灵活的餐厅空间。如果地面空间有限，不妨
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墙面空间。

餐桌四周有多少空间？

22

你会在餐桌四周做什么？

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储物需求是什么？

你所选择的储物方案将对整个餐厅及其氛围产生很大的影
响。选择开放式储物装置或带玻璃门的储物柜，展示你心爱
的物件。选择封闭式储物装置，将杂乱的物件隐藏在视线之
外。这样既能让家居显得更井然有序，也能减少灰尘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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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餐厅空间

01 尺寸
试想一下这个画面：在你的餐厅里，家人和朋友坐在餐桌
前，而地毯就是围绕这张餐桌的大画框。所以，地毯应该大
于桌子和椅子的面积总和，这样人们在移动椅子和就座时，
椅子才不会翻倒或卡在地毯边缘。

如何挑选
餐厅地毯

四人餐桌

如果你经常需要加长桌子，请确保地毯足够大，能容纳加
长后的桌子。宜家提供了大号（170×240cm）、加大号
（200×300cm）和加加大号（250×350cm）的地毯。当
然，对于较小的餐厅空间，我们也提供了中号的地毯。

六人餐桌

八人餐桌

200cm

133cm

250cm

195cm
300cm
350cm

01 尺寸

240cm

02 编织工艺

03 材料

200cm

170cm

从三方面考虑

300cm

03 编织工艺
宜家所有平织地毯均易于护理，且方便移动椅子。部分平织地毯更
是双面可用，这样你在烹饪和进餐时就能放松心情，不必时刻担心
食物飞溅到地毯上。

03 材料
对于餐厅地毯，我们建议选择羊毛、合成纤维或天然纤维。羊毛纤
维中的高脂肪含量使其具有天然的抗污性，可以轻松清除大多数的
污渍。而合成纤维地毯则易于打理，而且使用寿命较长。天然纤维
则有着许多独特的优点。一般来说，天然纤维地毯比合成纤维地毯
需要更多的护理，但是它的保暖性和听觉舒适性都更胜一筹。
餐桌有多大？要确保地毯面积足够容
纳桌子和所有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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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希望椅子被长绒缠住或者食物
碎屑掉落在长绒地毯里。选择平织地
毯，编织越紧密越好。

选择防污、易于清洁的材料，毕竟在
进餐时意外总是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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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划
餐厅照明
你在餐厅会做些什么？
人们的居家生活变得越来越灵活——在餐桌上，除了吃饭，
你可能还会打开电脑工作，而小孩则可能在餐桌上玩游戏或
做手工。面对如此灵活的生活方式，很重要的一点是思考如
何让照明满足不同的活动需求。通常来说，你需要组合使
用不同类型的光源，以分别用于不同的活动，营造舒适的
氛围。
带有调光开关的吸顶灯既能提供明亮的整体照明，又能转换
为柔和的光线，营造放松的社交氛围。

搭配光线舒缓的台灯以及不同高度和尺寸的蜡烛，可以增添
照明层次感，营造温馨亲密的气氛，让你和爱人享受二人
世界。
在餐桌附近摆放一盏工作灯，可方便你在餐桌上办公。
在折叠桌上方安装壁灯，这样不使用桌子时，壁灯也不会
挡路。

灯的尺寸、形状和大小
想在餐桌上用餐愉快，最好能确保灯光不会刺眼，让每个人
都在舒适的气氛中尽情放松。就灯具来说，最合适的类型、
形状和大小取决于桌子的类型、形状和大小。
灯光照射在玻璃或有光泽的表面，可能会发射出眩光。为避
免眩光，应选择装有灯罩障板的灯具，来挡住灯泡。

将吊灯安装在桌子上方约55–75cm处，可以避免产生刺眼的
眩光，同时确保桌边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安装的高
度也取决于灯的设计，以及其灯光是散射光还是定向光。
对于长桌子，可以安装两盏或多盏灯来提供照明。

55-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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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组合
准备，上菜，开怀大吃！
运用和谐统一的家具风格，打造你心爱的餐厅吧。无论你想
要打造主题风格，还是只需要一个完整实用的方案，宜家提
供了一系列风格协调统一的产品系列，为你的豪华餐厅或是
单间公寓奠定基调。

我们的完整餐桌椅组合风格多样，从质朴乡村风到现代化的
玻璃餐桌，你总能找到合适的款式。如果你无法决定最喜欢
哪一套，不妨将餐桌搭配两种不同风格的椅子，甚至可以添
置一张长凳或凳子。

EKEDALEN 伊克多兰 系列包括了采用不同饰面处理的桌子和椅子。这张
餐桌可轻松扩展，迎合不同的活动需求；而舒适的软垫椅子则配有可机洗
的垫套。

LANEBERG 兰恩贝里 餐桌设计简约，能和谐融入你的餐厅空间。搭配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就能打造清新、现代化的外观和舒适感。

28

这套实心松木组合充满温馨、质朴的风格，可容纳2-4人。

NORDVIKEN 诺德维肯 系列风格简洁利落，配以传统细节设计，无论是放入
现代化或传统风格的家居环境都很合适。

家里来客人时，可以轻松将这张INGATORP 英格托 餐桌展开，由于支腿固定
在四角，每个人都能坐得更舒适。车枳型桌腿等传统细节别具特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采用整块木板设计，充满质朴风格和天然木材质
感。图片中搭配了舒适的ODGER 奥德格 椅子，该椅子由可再生木材和回收
塑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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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组合

小空间餐厅 - 2人餐桌椅组合
我们的小号桌子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可供选择，以贴合不同
的居住空间，包括带储物功能的伸缩型餐桌，以及可以上下
翻折的壁装翻板桌。空间狭小并不意味着你要牺牲风格。我

们还提供了可折叠、可叠放或悬挂在墙上的椅子，帮助你
充分利用小空间。当然，还有凳子和长凳，以备迎接来访
的客人。

EKEDALEN 伊克多兰 一桌二椅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一桌二椅
简洁的线条，坚固的设计。这款小巧的NORDVIKEN 诺德维肯
系列桌子配有方便简单的加长折叶；椅子采用高椅背和加深座
椅设计，让你坐得更舒适。
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DVIKEN 诺德维肯 ￥1697
(993.050.78)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1697
(692.968.67)

EKEDALEN 伊克多兰/BERNHARD 伯恩哈德 ￥3597
(892.806.91)

EKEDALEN 伊克多兰/ODGER 奥德格 ￥1997
(792.213.34)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1697
(992.968.75)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1697
(592.968.82)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1697
(792.213.91)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白色。2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浅灰色。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白色。2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Mjuk 米奥 金棕色。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白色。2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褐色。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翻板桌 74/104×74cm
白色。2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白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
NORDVIKEN 诺德维肯 ￥1697
(593.050.75)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翻板
桌 74/104×74cm 黑色。2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黑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
LEIFARNE 雷夫尼 ￥1797
(493.050.85)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深褐色。2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淡灰色。2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橡木。2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橡木/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翻板桌 74/104×74cm 白色。2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白色。2张LEIFARNE 雷夫尼
椅面 深黄色。

LERHAMN 拉罕姆 一桌二椅

MELLTORP 麦托 一桌二椅

LERHAMN 拉罕姆/LERHAMN 拉罕姆 ￥857
(993.062.90)

组合包括：1张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74×74cm
浅仿古色漆/白色漆。2张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浅仿古色漆/Vittaryd 维塔丽 米黄色。

MELLTORP 麦托/ADDE 阿德 ￥367
(693.901.34)

MELLTORP 麦托/NILSOVE 尼尔索乌 ￥1647
(992.972.95)

MELLTORP 麦托/NISSE 尼斯 ￥387
(692.807.05)

MELLTORP 麦托/TEODORES 帝奥多斯 ￥547
(392.463.79)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75×75cm 白色。
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75×75cm 白色。2张ADDE
阿德 椅子 白色。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75×75cm 白色。
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75×75cm 白色。2张NISSE
尼斯 折叠椅 深蓝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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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HAMN 拉罕姆/LERHAMN 拉罕姆 ￥857
(593.062.73)

组合包括：1张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74×74cm
黑褐色。2张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黑褐/Vittaryd
维塔丽 米黄色。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75×75cm 白色。
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75×75cm 白色。2张NILSOVE
尼尔索乌 扶手椅，藤/白色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75×75cm 白色。
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75×75cm 白色。2张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白色。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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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组合

小空间餐厅 - 2人餐桌椅组合

中等大小的餐厅 - 4人餐桌椅组合

NORRÅKER 诺鲁克 一桌二椅

中等大小，刚刚好！这些桌子最多可容纳6人，其中一些还
有加长折叶，方便你在聚餐时接待更多客人。有多款颜色、
材料和样式可供选择，并提供与之搭配的椅子。对了，你体

验过宜家的餐用扶手椅吗？这些扶手椅能提供出色支撑，十
分舒适，不用时还能推入桌子下方，不会占用额外的空间。

LANEBERG 兰恩贝里 一桌四椅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诺勒利 ￥1797
(992.972.62)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
2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黑色。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诺勒利 ￥1797
(292.972.70)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
2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白色。

LANEBERG 兰恩贝里 桌子配有可固定位置
的加长折叶，不会在折叶和桌面之间留有空
隙。用餐后，你可以将折叶隐藏在桌子下
方，保持桌面光滑、无缝。搭配KARLJAN 卡
尔延 椅子，打造清新现代的外观和舒适感。

NORRÅKER 诺鲁克/RÖNNINGE 瑞宁 ￥1997
(992.972.57)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
2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绿色。

LANEBERG 兰恩贝里/KARLJAN 卡尔延 ￥2095
(693.047.73)

组合包括：1张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褐色。4张KARLJAN 卡尔延 椅子 深灰色/Kabusa 卡布萨 深灰色。

NORRÅKER 诺鲁克/RÖNNINGE 瑞宁 ￥1997
(492.972.50)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
2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桦木。

NORRÅKER 诺鲁克/RÖNNINGE 瑞宁 椅子
一桌二椅 74x74 桦木 黑色 ￥1997
(892.972.53)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椅子 红色
一桌二椅 74x74 桦木/红 ￥1797
(292.972.65)

GAMLARED 冈拉瑞德 一桌二椅
LANEBERG 兰恩贝里/KARLJAN 卡尔延 ￥2095
(793.047.82)
组合包括：1张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白色。4张KARLJAN 卡尔延 椅子
深褐色/Kabusa 卡布萨 深灰色。

GAMLARED 冈拉瑞德/STEFAN 斯第芬 ￥1297
(392.211.66)

组合包括：1件GAMLARED 冈拉瑞德 桌子 直径85cm
浅仿古色漆/黑褐色漆。2件STEFAN 斯第芬 STEFAN 椅
子 黑褐色。

NORDEN 诺顿/RÅSKOG 拉斯克 ￥1397
(192.858.71)

组合包括：1张NORDEN 诺顿 折叠式餐桌
26/89/152×80cm 桦木。2张RÅSKOG 拉斯克 凳子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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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包括：1张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白色。4 张KARLJAN 卡尔延 椅子
红色/Kabusa 卡布萨 红色。

GAMLARED 冈拉瑞德/LERHAMN 拉罕姆 ￥1457
(592.211.70)

组合包括：1张GAMLARED 冈拉瑞德 桌子 直径85cm
浅仿古色漆/黑褐色漆。2张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黑褐/Vittaryd 维塔丽 米黄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褐/ORRSTA 欧斯塔 淡灰 ￥349
(603.410.20)

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x80 褐色 ￥1299
(404.477.77)

NORDEN 诺顿 一桌二椅

LANEBERG 兰恩贝里/KARLJAN 卡尔延 ￥2095
(693.047.87)

VEDBO 维伯/VEDBO 维伯 ￥7795
(293.069.05)

新

组合包括：1张VEDBO 维伯 桌子 160×95cm 黑色。
4张VEDBO 维伯 椅子 黑色。

LANEBERG 兰恩贝里/EKEDALEN 伊克多兰 ￥2695
(493.047.93)

组合包括：1张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白色。4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

VEDBO 维伯/VEDBO 维伯 ￥7795
(193.068.97)

新

组合包括：1张VEDBO 维伯 桌子 160×95cm 白色/桦木。
4张VEDBO 维伯 椅子 桦木。

MELLTORP 麦托 一桌四椅

麦托 桌面 125x75 白色 ￥149
(803.657.36)

MELLTORP 麦托 底框 125x75 白色 ￥150
(702.801.01)
阿德 椅子 白色 ￥59
(902.191.79)

MELLTORP 麦托/ADDE 阿德 ￥535
(692.463.73)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125×75cm 白色。
1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125×75cm 白色。4张ADDE
阿德 椅子 黑色。

MELLTORP 麦托/TEODORES 帝奥多斯 ￥895
(192.463.75)

组合包括：一张MELLTORP 麦托 桌面 125×75cm 白色。
1张MELLTORP 麦托 桌架 125×75cm 白色。4张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白色。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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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组合

中等大小的餐厅 - 4人餐桌椅组合
LERHAMN 拉罕姆 一桌四椅

EKEDALEN 伊克多兰 一桌四椅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2895
(392.968.59)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白色。4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2895
(492.212.79)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深褐色。4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2895
(092.968.65)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橡木。4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橡木/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LERHAMN 拉罕姆/LERHAMN 拉罕姆 ￥1515
(393.062.74)

组合包括：1件 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118×74cm
浅仿古色漆/白色漆4张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浅仿古色漆/Vittaryd 维塔丽 米黄色。

LERHAMN 拉罕姆/LERHAMN 拉罕姆 ￥1515
(493.062.59)

组合包括：1张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118×74cm
黑褐色。4张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黑褐/Vittaryd
维塔丽 米黄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一桌四椅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2895
(192.624.50)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褐色。4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BERNHARD 伯恩哈德 ￥6695
(692.807.67)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白色。4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金棕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LEIFARNE 雷夫尼 ￥3095
(292.212.99)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深褐色。4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镀铬。4张LEIFARNE 雷夫尼 椅面 白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DVIKEN 诺德维肯 ￥3695
(393.051.56)

NORDVIKEN 诺德维肯/LEIFARNE 雷夫尼 ￥3895
(793.051.78)

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DVIKEN 诺德维肯 ￥3695
(293.051.66)

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RARYD 诺勒利 ￥4295
(393.051.75)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黑色4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黑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ODGER 奥德格 ￥3495
(392.213.45)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白色。4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蓝色。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黑色4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绿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ODGER 奥德格 ￥3495
(692.213.01)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深褐色。4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蓝色。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白色。4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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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黑色4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黑色。
4张LEIFARNE 雷夫尼椅面 浅橄榄绿。

NORDVIKEN 诺德维肯/RÖNNINGE 瑞宁 ￥4695
(793.051.59)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白色。4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黑色。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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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大小的餐厅 - 4人餐桌椅组合
NORRÅKER 诺鲁克 一桌四椅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诺勒利 ￥3495
(392.972.41)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125×74cm 桦木。
4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黑色。

INGATORP 英格托 一桌四椅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诺勒利 ￥3495
(192.972.42)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125×74cm 桦木。
4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白色。

NORRÅKER 诺鲁克/RÖNNINGE 瑞宁 ￥3895
(592.972.40)§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125×74cm 桦木。
4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绿色。

INGATORP 英格托/INGATORP 英格托 ￥5695
(692.522.03)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白色。4张INGATORP 英格托 扶手椅
白色/Nordvalla 诺瓦拉 米黄色。

INGATORP 英格托/INGATORP 英格托 ￥5695
(892.521.98)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黑色。4张INGATORP 英格托 扶手椅
黑色/Nolhaga 诺霍佳米灰。

INGATORP 英格托/INGATORP 英格托 ￥5195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白色。4张INGATORP 英格托 扶手椅
白色/Nordvalla 诺瓦拉 米色。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x87 白色 ￥1999
(704.282.06)
英格托 扶手椅 白色/Nordvalla 诺瓦拉 米黄色 ￥799
(702.462.92)

NORRÅKER 诺鲁克/RÖNNINGE 瑞宁 ￥3895
(992.972.38)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125×74cm 桦木。
4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桦木。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 ￥3595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白色。4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白色。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x87 白色 ￥1999
(704.282.06)

LISABO 利萨伯/IDOLF 艾多弗 ￥2595
(592.511.81)

LISABO 利萨伯/IDOLF 艾多弗 ￥2595
(392.511.82)

LISABO 利萨伯/JANINGE 延宁 ￥2395
(192.511.83)

LISABO 利萨伯/IDOLF 艾多弗 ￥2595
(992.521.88)

LISABO 利萨伯/SVENBERTIL 思伯帝 ￥2595
(292.521.82)

LISABO 利萨伯/SVENBERTIL 思伯帝 ￥2595

组合包括：1张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黑色4张
IDOLF 艾多弗 椅子 黑色。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黑色。4张INGATORP 英格托 扶手椅
黑色/Nolhaga 诺霍佳 灰色/米色。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 ￥3595
(792.511.75)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
110/155cm 黑色。4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黑褐色。

INGOLF 英格弗 椅子 白色 ￥399
(103.624.87)

LISABO 利萨伯 一桌四椅

组合包括：1张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白蜡木贴面
4张IDOLF 艾多弗 椅子 黑色。

INGATORP 英格托/INGATORP 英格托 ￥5195
(892.407.80)

组合包括：1张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白蜡木贴面
4张IDOLF 艾多弗 椅子 白色。

组合包括：1张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黑色。
4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黑色。4张SVENBERTIL
思伯帝 椅面 黑色。

组合包括：1张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白蜡木贴面
4张JANINGE 延宁 椅子 白色。

组合包括：1张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黑色。
4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白色/米色。
利萨伯 桌子 140x78 黑色 ￥999
(303.824.51)
思伯帝 椅面 白色 ￥200
(503.398.95)
布鲁林 底架 白色 ￥199
(703.3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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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大小的餐厅 - 4人餐桌椅组合

宽敞的餐厅 - 6/8人餐桌椅组合

MÖRBYLÅNGA 莫比恩 一桌四椅

无论是与家人进餐，还是举办晚宴，选择宜家可轻松加长的
餐桌，能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空间，接待额外的客人（或是
为吃东西容易沾得到处都是的小朋友提供更多空间）。我们
提供了多款舒适座椅来搭配这些大号餐桌，包括可以挂在墙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采用整块木板
设计，充满质朴风格和天然木材质感。在图
中以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相搭配。椅
子添加了软垫，加倍舒适；并以头层牛皮覆
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材质的色泽会变得
更加浓郁，呈现迷人的外观和质感。

上的折叠椅。这样，客人来了就能直接取下来用，不用时又
不会占用地面空间。另外，如果你想像国王或王后一样坐在
桌子两端，我们的餐用扶手椅就是理想之选。

EKEDALEN 伊克多兰 一桌六椅

MÖRBYLÅNGA 莫比恩/BERNHARD 伯恩哈德 ￥9195
(792.807.62)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金棕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4393
(092.968.51)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 橡木。6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橡木/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BERNHARD 伯恩哈德 ￥9195
(092.460.45)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白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ODGER 奥德格 ￥5995
(993.050.64)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煤黑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BERNHARD 伯恩哈德 ￥9195
(892.460.89)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深褐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VOLFGANG 沃夫冈 ￥6195
(192.518.28)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Bomstad 邦斯塔 黑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4393
(792.214.47)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 褐色。6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组合包括：1张TÄRENDÖ 塔兰多 桌面 110×67cm 黑色。
1张TÄRENDÖ 塔兰多 桌架 110×67cm 黑色。4张ADDE
阿德 椅子 黑色。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镀铬。
4张LEIFARNE 雷夫尼 椅面 白色。

EKEDALEN 伊克多兰/BERNHARD 伯恩哈德 ￥10093
(292.806.94)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 白色。6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金棕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ODGER 奥德格 ￥5995
(992.461.02)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4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白色/米黄色。

TÄRENDÖ 塔兰多/GUNDE 冈德尔 ￥495

组合包括：1张TÄRENDÖ 塔兰多 桌面 110×67cm 黑色。
1张TÄRENDÖ 塔兰多 桌架 110×67cm 黑色。4张GUNDE
冈德尔 折叠椅子 黑色。
塔兰多 N 桌面 110x67 黑色 ￥119
(603.657.99)

TÄRENDÖ 塔兰多 底框 110x67 黑色 ￥140
(502.450.43)
冈德尔 折叠椅 黑色 ￥59
(802.1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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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 深褐色。6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LEIFARNE 雷夫尼 ￥5595
(892.770.47)

TÄRENDÖ 塔兰多 一桌四椅

TÄRENDÖ 塔兰多/ADDE 阿德 ￥495
(092.463.71)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4393
(492.968.49)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4393
(992.213.52)
组合包括：1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
白色。6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对我来说，餐厅是家的中心。
在设计EKEDALEN 伊克多兰 系
列时，我的想法是打造一款适合
不同用途的餐桌，既能用来举办
热闹的晚宴，也可以用来做作
业和做手工。桌子要易于伸展，
并且在展开时桌腿也随之移动，
这样客人坐起来才不会被桌腿挡
住。椅子要确保舒适，垫套要可
机洗。也可以搭配长凳，让更多
人能够挤着坐在一起，享受亲密
氛围。这样的桌椅组合灵活而实
用，适合不同的家庭使用。”
设计师：Ehlén Johansson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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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椅组合

餐桌椅组合

宽敞的餐厅 - 6/8人餐桌椅组合
MÖRBYLÅNGA 莫比恩 一桌六椅

MÖRBYLÅNGA 莫比恩/BERNHARD 伯恩哈德 ￥12793
(892.512.07)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深褐色。

SKOGSTA 斯古塔 一桌六椅

MÖRBYLÅNGA 莫比恩/BERNHARD 伯恩哈德 ￥12793
(292.512.10)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
镀铬/Mjuk 米奥 白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ODGER 奥德格 ￥7993
(693.050.65)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ODGER 奥德格 椅子 蓝色。

SKOGSTA 斯古塔/NORRARYD 诺勒利 ￥7593
(292.461.86)

组合包括：1张SKOGSTA 斯古塔 餐桌 235×100cm
洋槐木。6张NORRARYD 诺勒利 椅子 黑色。

SKOGSTA 斯古塔/SAKARIAS 萨克利亚 ￥8995
(392.971.61)

组合包括：1张SKOGSTA 斯古塔 餐桌 235×100cm
洋槐木。4张SAKARIAS 萨克利亚 椅架 带扶手 黑色。
4张SAKARIAS 萨克利亚 扶手椅套 Sporda 斯波达
深灰色。

TINGBY 新贝 一桌六椅

MÖRBYLÅNGA 莫比恩/LEIFARNE 雷夫尼 ￥7393
(692.514.06)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镀铬。
6张LEIFARNE 雷夫尼 椅面 白色。

MÖRBYLÅNGA 莫比恩/VOLFGANG 沃夫冈 ￥7873

MÖRBYLÅNGA 莫比恩/VOLFGANG 沃夫冈 ￥8293

MÖRBYLÅNGA莫比恩 N桌子220x100橡木贴面
着褐色漆 ￥4999
(803.658.02)

MÖRBYLÅNGA莫比恩 N桌子220x100橡木贴面
着褐色漆 ￥4999
(803.658.02)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Gunnared 刚纳瑞德 中灰色。

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 刚纳瑞德 中灰 ￥479
(004.046.66)

组合包括：1张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
褐色漆橡木贴面。6张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Bomstad 邦斯塔 黑色。

VOLFGANG 沃夫冈 椅子 镀铬/BOMSTAD 邦斯塔
黑色 ￥549
(504.023.54)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 黑色。6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黑褐色。

组合包括：1张TINGBY 新贝 桌子 180×90cm 白色。
6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白色。6张LEIFARNE 雷夫尼
椅面 Blekinge 布勒丁 白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一桌六椅

INGATORP 英格托 一桌六椅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 ￥4393
(292.968.88)

TINGBY 新贝/LEIFARNE 雷夫尼 ￥3893
(392.521.91)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 ￥4393
(892.968.85)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 白色。6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白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 桌子风格简洁利
落，诸如横梁相交的桌架等细节及其采用的
木质材料都彰显传统工艺。这款桌子经久耐
用，风格经典，能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美
观，因此，它不仅能供你日常使用，也能满
足你在生活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 ￥5193
(992.806.81)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 黑色。2张INGATORP 英格托 扶手椅
黑色/Nolhaga 诺霍佳 灰色/米色。4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黑褐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LEIFARNE 雷夫尼 ￥5393
(693.047.68)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210/289×105cm 黑色6张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黑色。6张LEIFARNE 雷夫尼椅面 浅橄榄绿。

设计师Francis Cayouette

INGATORP 英格托/INGOLF 英格弗/SAKARIAS
萨克利亚 ￥5793
(792.857.69)

组合包括：1张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 黑色。2张SAKARIAS 萨克利亚 椅架，
带扶手 黑色。4张INGOLF 英格弗 椅子 黑褐色。

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DVIKEN 诺德维肯 ￥5093
(093.047.66)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210/289×105cm 白色。6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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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DVIKEN 诺德维肯/NORDVIKEN 诺德维肯 ￥5093
(593.047.64)
组合包括：1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210/289×105cm 黑色6张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黑色。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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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
我们都知道，日常居家生活都离不开餐桌，即使不用餐时你
也需要它！在这里，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坐在一起做作业，周
日看看报纸，一起吃饭，饭后闲聊，共享美好时光，或者互
相倾诉不开心的事情。
正是因为餐桌在人们的生活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格
外用心地设计了丰富多样的款式，以便你可以找到最贴合你

生活方式的一款餐桌，乐意常常在餐桌边坐一坐。无论你是
只有两个人一起生活，还是需要偶尔招待你的邻居一起吃晚
餐，总有一款餐桌能为你提供足够的空间。
我们深知餐桌是家中所有家具的中心区域，因此，你需要一
张坚固耐用的桌子，能承受日常生活中的高强度考验，防刮
擦、耐受热、防撞击、不惧飞溅的污渍。

NORDEN 诺顿 折叠式餐桌
白色。26/89/152×80cm
704.223.94

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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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

小号餐桌
对于狭小的餐厅空间，宜家提供了一系列合适的餐桌，可让
你舒适地用餐。通过巧妙的解决方案，这些餐桌提供了额外

的储物空间，或配有可加长的设计，可容纳更多座位。当空
间有限时，你最需要的是灵活的设计。

内置6个抽屉，为你提供充足的储物空间，用来存放
餐具、餐巾纸、蜡烛或蜡笔和纸。

VANGSTA 望斯塔 伸缩型餐桌 120/180×75cm。这张可
伸缩的餐桌可容纳4-6人，带有一张折叶，方便你根据需
要，调整桌子大小。
白色

黑/深褐

303.615.66
904.201.53

￥699
￥699

GAMLARED 冈拉瑞德 桌子 直径85cm。圆桌适合社交
聚会，方便你和亲朋好友轻松交谈。温暖的木材和柔润
的线条，营造出轻松温馨的氛围。适合摆放在家中的任
何地方。
浅仿古色漆/黑色漆

603.734.93

￥999

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每张桌子都采用斯
堪的纳维亚设计，利落简约；采用桦木制成，不同的纹理
图案形成自然的色彩变化。经过开发和测试可以在公共场
合使用，可以放心让活泼调皮的小朋友们一起使用。
桦木

504.289.81

￥799

NORDEN 诺顿 折叠式餐桌 26/89/152×80cm。
白色

704.223.94

桦木

804.238.83

￥999

￥999

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125×74cm。每张桌子都采用斯
堪的纳维亚设计，利落简约；采用桦木制成，不同的纹理
图案形成自然的色彩变化。经过开发和测试可以在公共场
合使用，可以放心让活泼调皮的小朋友们一起使用。
桦木

MELLTORP 麦托 桌子 75×75cm。这张桌子可坐2人，既
适合极简主义者，也适合追求坚固和耐用性的家庭，满足
日常使用需求。适合摆放在厨房或餐厅。简洁的设计，可
和谐融入不同的家居风格。
白色

镶嵌图案/白色

792.463.77

393.908.66

￥249
￥249

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118×74cm。实心松木是一种天然
原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独特的外观质感。
浅仿古色漆/白色漆
黑褐色

304.442.51

404.442.98

￥599
￥599

MELLTORP 麦托 桌子 125×75cm。这张桌子可坐4人，
既适合极简主义者，也适合追求坚固和耐用性的家庭，满
足日常使用需求。适合摆放在厨房或餐厅。简洁的设计，
可和谐融入不同的家居风格。

LERHAMN 拉罕姆 桌子 74×74cm。实心松木是一种天然
原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呈现出独特的外观质感。

INGATORP 英格托 翻板桌 65/123×78cm。适合狭小厨房
使用，或摆放在宽敞的空间中，增添装饰点缀。这张桌子
有三种使用方式：不打开折叶，打开一张折叶，或将两张
折叶全部打开。车枳型桌腿等传统细节别具特色。

VANGSTA 望斯塔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可伸缩的
餐桌，可容纳2-4人，带有一张折叶，方便你根据需要，
调整桌子大小。

白色

白色

黑褐色

仿古色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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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463.72

604.231.10

603.655.20
803.655.19

￥299

￥799
￥799
￥799

黑褐色

浅复古色漆/白色漆

白色
黑色

204.442.99

904.442.53

403.751.29

204.201.56

￥399
￥399

￥599
￥599

704.289.80

￥1499

IKEA PS 2012 翻板桌 74/106/138×80cm。竹子具有均匀
的质地，是一种坚固耐用的硬木，且防潮、防刮擦。天然
竹子的颜色很像山毛榉木。
竹/白色

002.068.07

￥1499

这张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在展开时，桌腿
也会随之移动，始终位于桌子四角，这样可以方便容
纳更多椅子。

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80/120×70cm。
白色

503.408.27

￥999

橡木

203.408.38

￥999

深褐色
褐色

903.408.25

603.408.36

￥999

￥999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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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

中号餐桌
不大，不小，恰到好处。根据你的空间，从不同形状和尺寸
的餐桌中选择最合适的一款。如果你喜欢聚餐活动，我们也

提供了多款可快速轻松扩展的餐桌。

LISABO 利萨伯 桌子采用楔形暗榫设计，在几分钟内
即可完成组装；所有拼接部件均为隐藏式，外观简洁
利落。这是我们设计的一种全新拼接部件，让家具更
易于组装。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橡木表面增强了木板
的质感，浮动桌面和楔形榫接头等细节赋予了桌面精致的外观。
一款个性十足的桌子，可为亲友聚会提供充足空间。
褐色漆橡木贴面

703.862.49

￥3999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直径145cm。橡木表面和楔形榫接头
为桌子增添了结实稳固的手工质感。这款桌子别具个性，且采用圆
形设计，因此总能为朋友找出落座空间。
褐色漆橡木贴面

204.128.87

￥3999

新
GAMLEBY 加姆勒比，折叠式餐桌 67/134/201×78cm。日常收起，
节省空间；需要时展开，容纳更多客人。餐桌下方的抽屉可收纳纸
巾和餐具，方便取用。适合搭配GAMLEBY 加姆勒比 系列椅子。
浅仿古色漆/灰色

703.654.83

￥1699

LISABO 利萨伯 桌子 140×78cm。
白蜡木贴面

803.657.17

黑色

303.824.51

VEDBO 维伯 餐桌 160×95cm。这款餐桌采用哑光柔软表面，手感
光滑，令人想要尽情触摸。不易留下指纹，你可以尽管放心触摸。
非常适合搭配VEDBO 维伯 椅子，打造经典外观。
黑色
白色

904.031.44
904.174.57

￥2999
￥2999

￥999

￥999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带有开合式加长折
叶，可方便地隐藏在桌面下方。单人即可轻松展开，
提供更多桌面空间供你摆放美食或聚会聊天。

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餐桌在展开时，桌腿也会随之移
动，始终位于桌子四角，方便容纳更多椅子。
白色

橡木

褐色

深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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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408.08

503.408.13

903.408.11

903.408.06

￥1499

￥1499

￥1499

￥1499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155/215×87cm。家里来客人
时，可以轻松将这张餐桌展开，由于支腿固定于四角，每个人都
能坐得更舒适。车枳型桌腿等传统细节别具特色。
白色
黑色

704.282.06

803.655.24

￥1999
￥1999

INGATORP 英格托 伸缩型餐桌 直径110/155cm。
白色

黑色

003.655.23
203.655.22

￥2499

￥2499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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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

这张餐桌设计简约，能和谐融入你的餐厅空间。
简单流畅的加长装置可扩大餐桌空间，邀请多人
共进晚餐也不必担心座位不够。

大号餐桌
人多才热闹，空间不必担心！我们的餐桌系列包括可容纳
多达10人的餐桌，在设计上注重坚固与稳定性，确保经久
耐用。

SKOGSTA 斯古塔 桌子采用洋槐木制成。洋槐木是一
种防水、防刮擦的耐用木材。我们将浅色树干与深
色的木材部分相结合，从而减少了材料的浪费，并
让桌子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外观。再在表面添加一层
牢固漆面，保护其天然的外观与美感。

SKOGSTA 斯古塔 桌子 235x100x73cm。洋槐木的颜色为深褐色，拥有别具特
色的纹理图案。这种材料十分经久耐用，防水、防刮擦，适宜高强度使用。长
时间使用后颜色会更加深沉。
相思木

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80/240×90cm。餐桌在展开时，桌腿也会随之移
动，始终位于桌子四角，方便容纳更多椅子。
白色

深褐色

褐色

橡木

003.407.64

￥2299

703.407.70

￥2299

203.407.63

603.407.75

￥2299

404.192.65

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褐色。130/190×80cm
404.477.77

1299

￥

￥4599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220×100cm。橡木表面增强了木板的质感，浮动桌面和楔
形榫接头等细节赋予了桌面精致的外观。一款个性十足的桌子，可为亲友聚会提供充足
空间。
褐色漆橡木贴面

803.658.02

￥4999

￥2299

新
MÖCKELBY 麦肯伯 桌子 235×100cm。板材设计搭配橡木表面提升了桌子的手工质感，
也令其更具质朴田园美感。每张桌子都独具特色，不同的纹理图案形成了自然的色彩变
化。一张坚固耐用的桌子，帮助你随时准备好招待客人。
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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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937.73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桌

￥4999

VEDBO 维伯 餐桌 160x95x75cm。这款餐桌采用哑光柔软表面，手感光滑，令人想要
尽情触摸。不易留下指纹，你可以尽管放心触摸。非常适合搭配VEDBO 维伯 椅子，打
造经典外观。
黑色

白色

904.031.44
904.174.57

￥2999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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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入座
宜家餐椅产品系列为你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选择：带软垫、无
软垫、可折叠、可堆叠，你还可以进行个性混搭。再添置几
张凳子和长凳，你就能呼朋唤友，一起围坐在桌子旁聚会。
我们的座椅特意搭配餐桌而设计，因此，当你找到自己喜欢
的餐桌时，总能找到合适的椅子，打造谐美完整的餐桌椅组
合。如果你不时喜欢换换新样式，不妨选择带可拆卸垫套的
椅子。随时更换垫套，就能让椅子焕然一新！

对了，我们的椅子还易于组装，购买后就能马上使用。我们
还有一款不需要任何工具就可以轻松组装的椅子！
多种选择，多种搭配，既舒适又易于组装——在宜家购买餐
椅、凳子或长凳，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选择。

我们的椅子无论是有软垫或是无软垫，坐起来都舒适自在，
你大可放心挑选。合理的形状和比例设计，能让餐桌边的每
个人都愿意多坐一会儿。

KARLJAN 卡尔延 椅子
红色/Kabusa 卡布萨 红色
504.439.05

199

￥

如果你想在桌子旁添加更多座位，长凳是个理
想的选择。我们的长凳也采用了与餐桌相匹配
的设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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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椅套

舒适至上的设计
多年来，宜家积累了有关舒适度、材料和人体工学的丰富经
验，将家具舒适性提升至全新水平。在设计时，我们充分考
虑人体与产品之间的交互，以寻找最佳的形状、材料和外形
组合，在设计时始终以用户的舒适体验为中心，以便让你在
餐桌旁坐得更愉快自在。

为了确保我们的餐椅能提供最佳的舒适度，我们在设计时会
尤其关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更换垫套，焕新椅子
更换椅子套是让座椅和整个空间焕然一新最简单的方法之
一，而且能有效延长椅子的使用寿命。我们提供了多种颜色
和材料的垫套任君选择。即使你的喜好经常变化，也能找到
适合的款式。
由于椅子套需要承受家人和朋友的日常使用，因此我们要确
保其经久耐用，耐磨损、防褪色。我们选用厚实且编织紧密

座椅高度 坐在椅子上时，你的膝盖后侧不应感受
到任何压力。椅子靠背要能为你的背部提供合适
的支撑，并且臀部和大腿也要获得足够的支撑。

腰部支撑和座椅角度 在你坐在桌子旁时，椅子要
能提供足够的支撑，减少对脊椎的压力。

的布料来制作垫套。这些布料混合了天然纤维和合成纤维，
比单纯的天然纤维更耐磨。另外，染织面料也是我们的首选
材料，因为它比印花布料更耐用。
在购买垫套时，不妨多挑选几套，以便根据季节变化进行更
换，让餐厅展现全新面貌。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许多
垫套均可清洗。即使弄脏了，你也不用为此头疼。

重量分布 我们的设计确保椅子能以更大面积均匀
承受身体重量，以减少对坐骨的压力。另外，我
们还会关注座椅的形状。座椅与臀部的形状越相
似，就能越好地分散承受的压力。

扶手 手臂得到支撑可减少颈部和背部疲劳感；坐下和起来时，扶手能
为身体动作提供辅助，减轻背部和腿部的负担。当不使用时，我们
的餐用扶手椅可以推到桌子下方，减少占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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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垫
柔软是关键
想让你的餐椅加倍舒适？或是让备用的凳子和长凳坐起来更
惬意？添加或更换椅垫不仅能提高舒适度，还能轻松焕新椅
子的外观，点缀家居空间。宜家所有椅垫均可机洗，或配有

JUSTINA 贾斯迪纳 椅垫35/42×40，厚4cm。这款椅垫专
为餐桌椅设计，能让你舒服地慢慢享用美味晚餐。泡沫填
充物柔软舒适，即使再好动的人也能放松地坐在餐桌前。
提供多款颜色，让你随心挑选。表层布料：100%棉。填
料：聚氨酯海绵。
桃红色

001.750.14

￥29.9

自然色

101.749.95

￥29.9

灰色

101.750.04

￥29.9

可机洗、可拆卸的垫套，即使沾染了污渍，也能轻松洗
干净。

MALINDA 马林达 椅垫40/35×38，厚7cm。填料格外厚
实，即使放在最硬的椅子上，也能让你备感柔软舒适。
两面完全一致，可双面使用。当一面磨损或弄脏后，只
需翻转椅垫即可继续使用。垫套：100%棉。填料：聚氨
酯海绵。
灰色

603.265.81

￥49

浅米色

002.026.25

￥49

黑色
红色

403.265.82
002.027.48

￥49

VIPPÄRT 威帕特 椅垫38×38，厚6.5cm。坐在上面感受
一下，这款椅垫格外厚实、柔软而富有弹性。两面图案相
同，当一面磨损或者变脏时，可翻面使用。布料：棉/聚
酯纤维。填料：聚酯纤维。
灰色
米色

903.958.08
804.101.02

￥49
￥49

￥49

没有固定件？不用担心，背衬可将椅垫牢牢固定。

HILLARED 西拉利德 椅垫36×36，厚3cm。设计简洁大
方，可以和谐搭配不同家具风格；泡沫填充物为椅子增添
舒适感，让你更愿意坐在上面吃饭、聊天或者玩游戏。布
料：棉/聚酯纤维。填料：聚氨酯。
炭黑色
米色

204.165.88
804.101.21

￥79
￥79

ELSEBET 艾莎贝 椅垫这款椅垫让你的座椅和房间更显美
观。一面为纯色，另一面为花朵图案，你可以随意更换外
观，如果不慎弄脏了，还可以翻面使用。
灰色

浅米色

704.124.51

404.100.81

￥79
￥79

OMTÄNKSAM 沃姆安克萨姆 椅垫40×40，厚5cm。填
料：聚氨酯记忆海绵50公斤/立方米。填料：聚酯纤维。
内层面料：无纺聚丙烯纤维。布料/所有成份：65%聚酯
纤维和35%棉。
浅灰色

803.850.46

￥129

我们的圆形椅垫非常适合长凳。添置三个椅垫，就能让每个人都可以舒适
就坐。

JUSTINA 贾斯迪纳 椅垫
自然色。35/42×40×4.0cm
101.750.04

29.9

￥
STRÅFLY 斯特罗福律 椅垫直径36，厚1.2cm。这款椅垫
虽然很薄，但是可不简单。创新填料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
舒适感；外观圆润轻薄，可以搭配几乎所有类型的座椅。
布料：100%棉。填料：100%聚酯纤维。
深灰色

804.100.84

￥19.9

CILLA 茜拉 椅垫直径34，厚2.5cm。其圆润的形状适
合搭配不同类型的座椅，例如椅子、凳子和长凳。布
料：100%棉。填料：聚氨酯海绵21公斤/立方米。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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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517.26

￥29.9

BERTIL 贝迪尔 椅垫直径33cm。这是一款深受顾客喜爱
的椅垫。这不难理解，因为它非常柔软，且适合多种类型
的座椅。采用无绳设计，背部的圆点可将其固定在椅子
上。表面：腈纶/聚酯纤维。填料：聚氨酯海绵。
灰色
701.722.86
￥49
黑色
002.651.42
￥49

SUNNEA 苏妮雅 椅垫直径36，厚2.5cm。设计简洁大
方，可以和谐搭配不同家具风格；泡沫填充物为椅子增添
舒适感，让你更愿意坐在上面吃饭、聊天或者玩游戏。布
料：棉/聚酯纤维。填料：聚氨酯。

ODDBJÖRG 奥德比约格 椅垫直径35，厚0.8cm。坐在这
款羊毛混纺毛毡垫上，你会立刻感受到温暖和舒适。其圆
润的形状可以搭配不同形状、大小和类型的座椅，例如椅
子、凳子和长凳。50%聚酯纤维，50%羊毛。

STEIVOR 斯忒沃尔 羊皮椅垫 直径35cm 即刻为你的座
椅增添柔软舒适感！STEIVOR 斯忒沃尔 椅垫采用天然羊
皮制成，冬暖夏凉。特别适合在与亲友聚餐、长时间坐
着时使用。

灰色

103.952.37

￥79

灰色
米色

灰白色
灰色

404.165.73
104.165.79

204.473.30

604.473.28

￥29.9
￥29.9

￥99
￥99

ELSEBET 艾莎贝 椅垫可双面使用，每面有着不同的图案设计，方便你轻松切
换椅子的外观。

无论你喜欢传统或是现代风格，都可以使用椅垫来为餐厅增添一些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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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软垫的椅子
SAKARIAS 萨克利亚 椅子

选用软垫家具，舒适用餐
虽然你无法将沙发搬到餐桌旁，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添加软
垫的餐椅柔软舒适，在餐桌上聊得起兴时，你可以继续惬意
地待更长时间，或是坐下来慢慢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大部分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垫套采用可机洗或可擦拭干净的皮革，不用再担心美味布丁
掉在椅子上的尴尬。

这是一款全家人都会喜欢的椅子。其外观和
舒适感深得父母的喜爱，稳固性又很适合儿
童；并且皮革材质可轻松擦拭干净，不用担
心飞溅的污渍。

新
SAKARIAS 萨克利亚 扶手椅宽60×深67×高96cm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宽43×深51×高95cm

黑色/Sporda 斯波达 深灰色

292.807.88

￥1099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403.410.16

￥349

黑色/Vibberbo 维波伯

493.935.91

￥1099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203.410.17

￥349

黑色/Inseros 英赛洛 白色

692.807.91

￥999

备用垫套

你可以挑选多款不同的座椅垫套，根据心情随时更换。

601.610.66

￥1299

镀铬/Mjuk 米奥 金棕色

104.038.88

￥1299

镀铬/Mjuk 米奥 深褐色

001.638.03

￥1299

深灰色/Kabusa 卡布萨 深灰色

303.410.26 ￥199

504.439.05 ￥199

￥349

新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垫

Sporda 斯波达 深灰色

403.843.36

￥299

Orrsta 欧斯塔 橄榄绿

404.521.70

￥50

Vibberbo 维波伯

504.635.83

￥299

Idekulla 伊德库拉 蓝色

404.521.70

￥50

Inseros 英赛洛 白色

红色/Kabusa 卡布萨 红色

603.410.20

￥349

你可以挑选多款不同的座椅垫套，根据心情随时更换。

SAKARIAS 萨克利亚 扶手椅套

KARLJAN 卡尔延 椅子宽49×深55×高81cm。KARLJAN
卡尔延 椅子充满清新现代风格，软垫椅座和靠背提供舒
适体验。这款椅子易于组装，但结构坚固。

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203.410.22

备用垫套

BERNHARD 伯恩哈德 椅子宽49×深50×高77cm
镀铬/Mjuk 米奥 白色

橡木/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403.843.41

￥199

Orrsta 欧斯塔 红色

404.521.51

￥50

新

VEDBO 维伯 椅子宽49×深57×高83cm。为什么这款椅
子如此舒适？因为其软垫座椅能够均匀承受你的重量，
椅座和靠背的角度有助于你保持良好坐姿。非常适合搭
配 VEDBO 维伯 桌子，打造经典外观。
桦木/Gunnared 刚纳瑞德 中灰

桦木/Gunnared 刚纳瑞德 中灰

004.180.03 ￥999

904.180.13 ￥1199

黑色/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004.031.53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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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软垫的椅子
完美比例，打造舒适体验
在设计不配软垫的餐椅时，舒适性是我们的重要考虑。通过
中凹加深的椅座、良好的腰部支撑和高椅背等设计，我们力
求提高餐椅对人体的支撑度，让你坐得更舒适放松。

宜家提供配套的餐椅和餐桌，所以不用担心你的餐桌没有合
适的餐椅搭配，或者你也可以发挥创意，搭配不同的餐椅，
让餐厅更有活力。

此外，每一款餐椅都坚固耐用，采用了多种材料打造：
实木、坚固塑料、金属，还有可再生木材和回收塑料。

RÖNNINGE 瑞宁 椅子座椅：宽46×深49×高79cm 清晰
可见的木材纹理柔和了坚固结构的硬实外观，让座椅充满
家的温馨。简洁利落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五六十年代的座
椅，能够完美契合任何居家环境。

TOBIAS 托亚斯 椅子座椅：宽55×深56×高82cm 透明设
计能完全融入周围环境。它会映射房间里的颜色，看起来
像是飘浮在空中。而座椅如此舒适，让你感觉自己也像在
飘浮一般轻盈安逸。

黑色

灰色/镀铬

桦木

804.007.54

￥599

绿色

804.128.94

￥599

904.308.64

￥599

ODGER 奥德格 椅子座椅：宽45×深51×高81cm 组装简
单，只需扣合，无需使用工具。碗状椅座和圆弧形靠背，
坐起来非常舒服。由可再生木材和可回收塑料制成。各方
面都让人备感愉悦！

ADDE 阿德 椅子座椅：宽39×深47×高77cm 不用时可以
将椅子叠放，节省空间。

蓝色

灰色/白色

白色/米色

403.599.97

￥499

绿色

904.374.55

￥499

炭黑色

203.600.01
304.573.14

￥499
￥499

透明/镀铬

603.496.72

￥499

蓝色/镀铬

503.347.27

￥499

903.496.75

￥499

白色

902.191.79

￥59

NISSE 尼斯 折叠椅座椅：宽45×深47×高76cm 这把椅子
结构轻巧，加长桌子款待更多客人时，你可以轻松将它拿
出来展开使用。不使用时又可以折叠存放。

黑色

702.142.86

￥59

黑色

红色/白色

902.259.29
602.191.85

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座椅：宽46×深54×高80cm 最
多可以将6张椅子叠放在一起，不用时也方便收纳起来。
白色

703.509.38

￥149

绿色

904.558.97

￥149

粉红色

104.559.00

￥149

￥59

高光 白色/镀铬

101.622.09

￥149

TERJE 泰耶 折叠椅座椅：宽44×深51×高77cm 无论作为
早餐座或是晚餐派对时招待客人的额外座椅，这张椅子都
非常合适。靠背上有孔洞设计，不用时可以把椅子挂在
墙上，腾出空间。

￥59

深蓝紫色

704.124.27

￥69

黑色

绿色

银色/红色
银色/白色

301.622.08
302.217.12

202.823.86
902.823.83

￥69

白色

202.224.44

￥129

￥69

山毛榉

001.622.19

￥129

402.224.43

￥129

￥69
￥69

组装餐椅无需工具，只需扣动餐椅下方的简单装置，将部件扣合即可。

STEFAN 斯第芬 椅子座椅：宽42×深49×高90cm
黑褐色

INGOLF 英格弗 椅子座椅：宽43×深52×高91cm 想要
统一的家装风格？没有问题。无论摆放在厨房、餐厅或
卧室、门厅，INGOLF 英格弗 系列看起来都一样精致美
观。实木结构经得起碰撞冲击。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座椅：宽52×深50×高87cm 采用
中凹椅座和曲线型靠背设计，让你坐得更舒适。
白色/Broringe 布鲁林 镀铬

浅橄榄绿/Broringe 布鲁林 镀铬

091.278.15

￥399

SVENBERTIL 思伯帝 椅子座椅：宽52×深50×高84cm 中
凹椅座和曲线型靠背设计，让你坐得更舒适。

白色

深黄色

693.042.02

￥399

白色/Broringe 布鲁林 白色

黑褐色

003.633.31

￥399

仿古色

903.626.19

￥399

103.624.87

￥399

693.041.79

￥399

黑色/Broringe 布鲁林 黑色

792.013.07

292.013.43

￥399
￥399

803.634.26

￥149

这款扶手椅使用藤条和坚固耐磨的竹子手工
编织而成，每一张都独具特色，且十分稳
固。有了扶手，坐在餐桌旁时也可以备感惬
意，尤其适合慢慢地享用晚餐。更为家中增
添一抹自然之美。
NILSOVE 尼尔索乌 扶手椅
座椅：宽57×深57×高82cm
藤条/白色

JANINGE 延宁 椅子座椅：宽50×深48×高76cm 椅子已
经组装好，即买即用。

JANINGE 延宁 扶手椅座椅：宽50×深48×高76cm 椅子
已经组装好，即买即用。

黄色

灰色

白色

802.460.79
402.460.81

￥349
￥349

白色

602.805.16
202.805.18

￥399
￥399

￥699

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座椅：宽44×深56×高97cm
加深的椅座均匀地承受你的重量，精心设计的椅座与靠
背角度能帮助你保持良好坐姿，而高靠背则可以减轻你
背部的负担。
黑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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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429.72

703.695.46

903.695.50

￥349
￥349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餐椅、凳子和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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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自己的椅子
01 选择底架
选择你喜欢的底架颜色。你也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带有扶手或转椅功能的底架。

你的椅子由你设计
用你亲自设计的椅子，打造彰显你独特风格的用餐区！先按
照你喜欢的形状、材料和颜色挑选椅面，再挑选底架进行组
合。选择扶手椅，可以为你的双臂提供额外支撑，把椅子的
扶手挂在桌子上，还可以方便你清洁地板。

如果你无法抉择，何不尝试搭配多款心仪的设计？大胆或是
低调，总有适合你的选择！

BRORINGE 布鲁林 底架

DIETMAR 迪特马 扶手椅底架

BALSBERGET 巴伯格 转椅框架

白色

703.399.03

￥199

白色

303.930.01

￥249

黑色

103.399.01

￥199

黑色

703.398.99

￥249

镀铬

902.886.29

￥199

镀铬

502.886.31

￥249

白色

804.457.95

￥200

02 选择椅面
椅面是决定椅子甚至房间风格的关键。

LEIFARNE 雷夫尼 椅座
白色

102.886.33

￥200

浅橄榄绿

604.516.45

￥200

深黄色

座椅可叠放，节省大量空间！

SVENBERTIL 思伯帝 椅面
504.516.41

￥200

黑色
白色

802.886.39
503.398.95

￥200
￥200

选择BALSBERGET 巴伯格 底架，可以打造一张舒适的工作椅。

03 呈现符合你品味的最终成果
由你设计的舒适座椅就此诞生！

椅子支脚可调节，在不平整的地面上依然能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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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扶手，你就可以把椅子挂在桌子上，方便清洁地板。DIETMAR 迪特马
扶手椅底架已经过测试，可以在咖啡馆和餐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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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台系列

EKEDALEN 伊克多兰 靠背吧凳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75cm
904.005.36

￥599

将用餐体验提升到新境界
无论空间大小，我们都有适合你的餐厅解决方案。吧台桌椅不仅能提升你的用餐体验，还能打
造轻松惬意的氛围。我们的椅子和凳子既有适合吧台的较高款式，也有适合厨房台面和厨房多
用桌的矮一点的款式。在你做菜时，客人和家人也可以围坐在你身边，一起分享趣事轶闻。
（也许你还可以让他们帮忙。）

厨房台面配套的吧台凳座椅高度约为62cm。这些吧台凳适合搭配高度约为90cm的厨房工作台和厨房多用桌。

62

吧台凳座椅高度约为75cm，适合搭配高度约为105cm的吧台。

63

吧台系列

吧台组合
为什么吧台让人感觉更随意和放松？我们说不清楚，但就是
更喜欢吧台带来的用餐氛围。所以宜家提供不同风格的吧台
组合，2-6人随意搭配。我们将吧台凳打造得绝对舒适，久

坐依然惬意轻松。如果你希望有更灵活的方案，我们也提
供可折叠和堆放的吧台椅，不用的时候可以收纳起来，节
省空间。

宜家的吧台凳提供良好的腰部支撑，可以均匀地承
托人体重量，让你坐得更舒适。部分吧台凳配有软
垫，柔软舒适；垫套可轻松拆换，马上拥有焕然一
新的外观。

NORRÅKER 诺鲁克/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2张吧台凳
桦木/桦木。74cm 992.972.76

￥2697

EKEDALEN 伊克多兰/EKEDALEN 伊克多兰 吧台+4张吧
台凳 吧台长110×宽110×高95cm，吧台凳宽40×深51×高
91cm EKEDALEN 伊克多兰 的吧台高度非常适合朋友们在
一起聊天，而舒适的EKEDALEN 伊克多兰 吧台凳椅座配
软垫，可与吧台完美搭配。
深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493.042.22

NORRÅKER 诺鲁克/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2张吧台
凳 74cm 吧台：长74cm，吧台凳宽46×深47×高103cm 坚
固耐磨的餐桌椅组合，符合公共场合的家具要求。
桦木/桦木

992.972.76

￥2697

NORRÅKER 诺鲁克/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2张吧台
凳 吧台：宽74cm，吧台凳：宽42×深48×高100cm 坚固
耐磨的餐桌椅组合，符合公共场合的家具要求。
黑色/黑色

592.419.41

￥2697

￥3895

NORRÅKER 诺鲁克/NORRARYD 诺勒利 吧台+2张吧
台凳 74cm 吧台：高102cm，吧台凳：宽42×深48×高
100cm 坚固耐磨的餐桌椅组合，符合公共场合的家具
要求。
黑色/黑色

64

692.803.81

￥2897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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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厨房台面的凳子
厨房台面配套的凳子专为厨房工作台和厨房多用桌设计，比
一般吧台凳稍矮，非常适合咖啡小憩、聊聊天，或是坐在一
旁，为“主厨”打打下手。宜家提供了不同风格和材质的丰富

款式，彰显你的个性餐厅风格。此外，你还可以根据个人喜
好，选择是否配软垫。

部分吧台凳可以调节高度，方便你自行调节到需要的高度，更好地与朋友
聊天。

BERNHARD 伯恩哈德 靠背吧凳 66cm，宽48×深50×
高90cm 柔软耐磨的皮革方便护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
加，皮革会泛出优雅光泽。
镀铬/Mjuk 米奥 深褐色

001.638.03 ￥1299

镀铬/Mjuk 米奥 白色

601.610.66 ￥1299

镀铬/Mjuk 米奥 金棕色

伊克多兰靠背吧凳75深褐/ORRSTA欧斯塔淡灰
45x52x114cm
褐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904.005.36

￥599

INGOLF 英格弗 靠背吧凳 63cm 宽40×深45×高91cm 想
要统一的家装风格？没有问题。无论摆放在厨房、餐厅或
卧室、门厅，INGOLF 英格弗 系列看起来都一样精致美
观。实木结构经得起碰撞冲击。
白色

104.038.88 ￥1299

仿古色

203.633.30
903.627.42

￥499
￥499

EKEDALEN 伊克多兰 和BERGMUND 伯格蒙 吧台凳：有多款座套可选，
方便你根据心情随时更换。
伯格蒙 靠背吧凳 75
白/ 刚纳瑞德 中灰

093.846.64

￥599

黑褐色/Gräsbo 格雷伯 白色

993.846.50

￥599

白/INSEROS 英赛洛 白
黑/刚纳瑞德 中灰

193.846.68

593.846.33

￥599

￥599

NORDVIKEN 诺德维肯 靠背吧凳 62cm，宽40×深45×
高88cm
黑色
白色

804.246.94
404.246.91

￥599
￥599

JANINGE 延宁 吧台凳 76cm，宽38×深36×高84cm
直径42，座椅高度76cm（高度可调节范围56-76cm）
单手即可轻松调节高度。
灰色
白色

66

802.813.55

502.460.90

￥799
￥799

FRANKLIN 富兰克林 靠背吧凳 可折叠。宽50×深44×
高95cm 不用的时候可以将椅子折叠起来，节省空间。
黑色/黑色
白色/白色

704.067.42
104.048.78

￥179

STIG 斯帝格 靠背吧凳 63cm 宽54×深44×高90cm 凳子可
叠放，收纳方便，可以在家中常备几张。
黑色/银色

101.615.25

￥99

￥179

DALFRED 达夫利 吧台凳 63-74cm 座椅直径30，
宽37×深50cm（高度可调节范围63-74cm）
黑色

401.615.95

￥399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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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储物
用餐区域功能多样化
餐桌通常是用餐区域的中心，但在增添灵活性，满足不同活
动需求方面，巧妙的储物方案才是真正的主角。
将餐具、玻璃杯、餐垫、餐巾和蜡烛收纳在餐桌附近的抽屉
或橱柜里，布置餐桌就容易多了。用餐时，或者在上菜的间
隙，可以利用餐边柜来放大餐盘或瓶子，给餐桌腾出更多
空间。

68

当然，我们不仅仅考虑了用餐需求。储物功能还可以帮助你
在用餐区开展其他活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腾出空间
来存放笔记本电脑、游戏或工艺品等等。放上一些玩具可
以让家长省心不少——在大人们闲聊时，孩子们可以自娱
自乐。
宜家一向兼顾外观与功能，因此，我们提供大量储物选
择——不论空间大小，你都可以挑到适合你家居风格的储物
好帮手，让你在餐厅的生活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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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搭配

根据你的活动需求，选择独立储物架、HAVSTA 海思塔 系列、储物组合或搁架

风格统一的餐厅家具可以彰显你钟意的格调，也可以打造平
静和谐的氛围。为此，宜家悉心开发了多种多样的储物方

案，确保其设计风格与我们的餐桌系列相得益彰。不妨仔细
浏览，为你的家挑选理想的组合搭配。

根据你的空间大小和餐厅活动需求，你可以选择一个简单的
独立储物架，或使用宜家的搁架单元和储物柜定制你的储物

方案，自由灵活，随心搭配。

NORDVIKEN 诺德维肯 桌椅搭配宽敞的HAVSTA 海思塔 储物组合，和谐
雅致。

BESTÅ 贝达 储物柜外观整洁、线条简约，能出色搭配宜家的许多餐桌餐椅，
打造现代风格。

HAVSTA 海思塔 储物系列非常适合储存精美的玻璃杯，也有足够的空间存放
其他物品。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自行组合BESTÅ 贝达 储物系列，用来存放餐厅中需
要的各种物品。

REGISSÖR 瑞吉索 玻璃门柜与EKEDALEN 伊克多兰 餐桌是绝佳搭配，能帮
你收纳在餐厅用餐、工作或玩耍所需的所有物品。

深色调的BESTÅ 贝达 储物柜搭配STOCKVIKEN 斯托威肯 柜门，与ODGER 奥
德格 餐椅和温暖木质的MÖRBYLÅNGA 莫比恩 餐桌相映成趣。

搭配一个非对称或者个性十足的储物方案，摆放你的私藏好物。EKET 伊克特
储物系列适用于不同空间，具有无限可能。

LISABO 利萨伯 墙搁架是LISABO 利萨伯 餐桌的最佳拍档，开放式设计方便
你拿取常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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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齐全，
风格统一
宜家产品的设计巧思在于，许多不同功能的家具都有统一的
风格可供选择。例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一套餐桌椅，你定
能找到与之搭配的储物柜、照明和纺织品。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为你展示一些完整的餐厅搭配方
案，这些方案风格多样，适合不同类型的空间，但涵盖你需
要的所有功能。

72

如果你喜欢其中一套搭配，但对其中一两件产品略有犹豫，
我们也有相同风格的其他优质产品供你挑选。
开始吧！挑选你心仪的风格和款式。参考宜家为你推荐的产
品搭配，从中获取灵感，了解怎样在自己家中打造完整、实
用又美观的餐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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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客人，准备就绪！
这个产品组合适合举办丰盛的晚餐聚会。EKEDALEN 伊克
多兰 伸缩型餐桌可容纳10人共进晚餐，与EKEDALEN伊克
多兰 餐椅出色搭配。椅套可以拆下清洗，或更换，轻松变

图中产品
换新风格。REGISSÖR 瑞吉索 储物柜可以存放用来布置餐
桌的各式物件，品质坚固，兼具手工质感。

EKEDALEN 伊克多兰 伸缩型餐桌
120/180×80cm 白色。
503.408.08

￥1499

EKEDALEN 伊克多兰 椅子 白色/Orrsta
欧斯塔 淡灰色。
403.410.16

￥349

VISTOFT 里斯特奥 平织地毯
200×300cm 自然色。

304.079.89

￥999

REGISSÖR 瑞吉索 储物柜 118×110cm
白色。
903.420.80

￥149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平织地毯
250×350cm 手工制作/褐色方格。
802.290.32

￥2499

RAMSELE 拉姆塞 吊灯
604.0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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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

VINTERGATA 温特果达 吊灯
403.622.40

MERETE 麦瑞特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白色。

701.722.05

￥299

KALKFLY 考克福莱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深米色。
604.539.65

￥299

HILJA 茜利亚 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203.907.34

￥12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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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色彩！
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搭配KARLJAN 卡尔延 带软
垫餐椅，可打造清新现代外观，并兼具舒适质感。IVAR 伊
娃 储物柜采用天然实心松木——你可以保持原样，也可以

图中产品
添加自己的创意，加上几抹色彩，让餐厅更显活力。
NORRÅKER 诺鲁克 长凳可以容纳更多人同时进餐。

LANEBERG 兰恩贝里 伸缩型餐桌
130/190×80cm 白色。
804.161.37

￥1299

KARLJAN 卡尔延 椅子 红色/KABUSA 卡
布萨 红色。
504.439.05

￥199

SVALLERUP 斯瓦勒鲁 平织地毯 室内/室
外 200×200cm 黑色/白色。双面可用。
704.352.16

￥99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HALVED 哈尔维 平织地毯 170×240cm
手工制作。多色。

IKEA PS 2014 吊灯 白色/银色。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平织地毯
170×240cm 手工制作/网纹。黄色。

NYMÅNE 纽墨奈 吊灯

003.282.29

402.2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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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1499

603.114.95

904.071.42

￥499

￥349

HANNALILL 汉娜利尔 窗帘
2幅 145x250cm 粉色。

604.544.70

MERETE 麦瑞特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白色。
104.108.36

￥199

￥249

HILJA 茜利亚 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绿色。
604.630.21

￥129

ANNALOUISA 安娜路易莎 窗帘 2幅
145x250cm 红色。
701.722.05

￥249

77

功能齐全，风格统一

功能齐全，风格统一

厚木板餐桌与碗状餐椅的完美搭配
这个搭配方案结合了MÖRBYLÅNGA 莫比恩 厚木板餐桌与
舒适的ODGER 奥德格 碗状餐椅。BESTÅ 贝达 储物组合十
分醒目，方便取放餐垫和餐具；而NISSAFORS 耐斯弗思 推

图中产品

车则节省了往返厨房的时间。手工编织的SINNERLIG 希利
斯 吊灯给餐厅带来温暖柔和的光芒，并投射出装饰性的光
影图案。

MÖRBYLÅNGA 莫比恩 桌子 140×85cm
褐色漆橡木贴面。
703.862.49

￥3999

ODGER 奥德格 椅子 炭黑色。
304.573.14

￥499

VISTOFT 里斯特奥 平织地毯
200×300cm 自然色。

304.079.89

SINNERLIG 希利斯 吊灯 竹制。
￥999

003.421.93

￥39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TÅRBÄK 托尔贝克 平织地毯 170×240cm
手工制作/多色。

VÄXJÖ 维克舍 吊灯

MISTERHULT 密斯特胡 吊灯

HANNALILL 汉娜利尔 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904.044.88

704.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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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349

904.664.57

704.108.76

￥199

￥249

ODDBJÖRG 奥德比约格 椅垫 直径35cm
灰色。
103.952.37

￥79

MORUM 莫鲁 平织地毯 室内/室外
160×230cm 深灰色。
202.035.58

￥599

ODDBJÖRG 奥德比约格 椅垫 直径35cm
灰色。
103.952.3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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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效果，透明质感
这款简洁现代的餐厅方案搭配了TORSBY 多斯比 桌子与
TOBIAS 托亚斯 椅子。高光泽的表面反射光线，让餐桌外观
充满活力。透明餐椅让餐厅显得通透明亮，而且在视觉上

图中产品
让房间更显宽敞。镀铬桌腿和椅腿让整个餐厅更有光泽和
质感。

TORSBY 多斯比 桌子 135×85cm
镀铬/高光白色。
199.318.46

￥1299

TOBIAS 托亚斯 椅子 透明/镀铬。
603.496.72

￥499

SVALLERUP 斯瓦勒鲁 平织地毯 室内/室
外 200×200cm 黑色/白色。双面可用。
704.352.16

￥999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吊灯 白色。
802.286.07

￥59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VONSBÄK 翁斯拜克 短绒地毯
170×230cm 绿色。
504.500.38

￥699

SJÖPENNA 斯宾纳 吊灯 35cm 圆形。
003.6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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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IKEA PS 2014 吊灯 直径52cm
白色/银色。
203.049.20

￥999

KALKFLY 考克福莱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深米色。
604.539.65

￥299

VILBORG 威尔伯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204.234.14

￥299

HANNALENA 杭纳列纳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704.108.76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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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心松木，简约质感
该方案搭配LERHAMN 拉罕姆 餐桌椅，简约利落的设计，
适合摆放在不同的空间。该系列由实心松木制成，经久耐
用，可赋予餐厅一种朴实的质感。储物架便于放置餐具，

图中产品
也可以摆上一些装饰品，装点空间。TERJE 泰耶 折叠椅非
常适合有客人时使用。靠背上有孔洞设计，不用时可以把椅
子挂在墙上，腾出空间。

LERHAMN 拉罕姆 餐桌 74×74cm 黑
褐色。
204.442.99

￥399

LERHAMN 拉罕姆 椅子 黑褐色/Vittaryd
维塔丽 米色。
503.633.76

￥229

VONSBÄK 翁斯拜克 短绒地毯
170×230cm 绿色。
504.500.38

FOTO 福托 吊灯 38cm 深蓝色。
￥699

003.906.93

￥9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FOTO 福托 吊灯 38cm 铝。
203.9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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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HANNALENA 杭纳列纳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704.108.76

￥249

HEKTAR 赫克塔 吊灯 22cm 深灰色。
703.903.69

￥179

ANNAKAJSA 安娜卡萨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米色。
504.627.91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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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质朴
该方案搭配NORDVIKEN 诺德维肯 桌椅和宽敞的HAVSTA
海思塔 储物组合，简单质朴。餐桌底架的横梁、木质材料

图中产品
和储物柜的拉丝表面等细节，都彰显出传统工艺风格。在玻
璃门柜里摆上你的心爱物件，为餐厅增添温暖和个性。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伸缩型餐桌
152/223×95cm 黑色。
903.696.06

￥2299

NORDVIKEN 诺德维肯 椅子 黑色。
703.695.46

￥349

LOHALS 鲁哈斯 平织地毯 160×230cm
自然色。
302.773.94

￥599

SKURUP 斯库鲁 吊灯 38cm 黑色。
304.071.16

￥179

打造统一风格
你喜欢图片里的搭配组合吗？这里还有一些替代产品，同样适合这个餐厅风格。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平织地毯
170×240cm 手工制作/条纹。
黑色/米白色。

SINNERLIG 希利斯 吊灯 竹制。

HEKTAR 赫克塔 吊灯 22cm 深灰色。

HANNALENA 杭纳列纳 遮光窗帘 2幅
145x250cm 灰色。

901.664.49

703.9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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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

￥179

003.421.93

704.108.76

MERETE 麦瑞特 遮光窗帘 2幅
145×250cm 白色。
￥399

￥249

701.722.05

￥249

SUNNEA 苏妮雅 椅垫 直径36cm 灰色。
404.165.73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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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餐馆家具般
耐用又适合家居的
美观设计
宜家的许多餐桌和餐椅都经过精心设计，经测试可用于公共
场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它们通过了最严格的实验
室测试。在测试中，我们模拟家具在公共场合中将面临的消
耗和磨损，以确定家具能否在长期使用后仍然保持其稳固性
和美观设计。
只有在确认其符合最严格的标准后，我们才会推出这些产
品。你去过我们的宜家餐厅吗？部分宜家餐厅算得上是全球
顶顶繁忙的餐厅，而这些餐厅配备的正是宜家系列餐桌椅。
这些桌椅都经过了最严格的测试，可用于公共场合。这些桌

椅每天都在承受大量的消耗，大人、小孩天天倚靠着这些桌
椅，坐在上面，甚至把食物洒在上面，或是推着购物车或婴
儿车不小心撞到上面。
因此，无论你是买来家用还是商用，都可以放心，我们公共
用途系列家具可以出色应对办公室、餐厅或咖啡馆的日常消
耗，应对家居生活更不在话下。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你会看
到我们的桌椅系列不仅坚固耐用，同时兼具美观设计——协
调谐美的风格，可以放置在任何空间。
NORRARYD 诺勒利
靠背吧凳
黑色。74cm
704.084.49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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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严格的产品标准

公用桌椅组合

我们的公用桌椅系列已通过国际权威测试实验室在安
全性、强度和耐用性方面的测试，并符合以下国际标
准：EN 16139、EN 1022和ANSI/BIFMA x5.1真实使用
情况标准。

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标准，只需要知道，它们是全球最严格的
质量标准之一。

我们的餐厅家具系列经过专门设计，经测试可以在公共场合
使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搭配，或者选择我们为你
搭配好的一整套组合。
NORRÅKER 诺鲁克 系列包括吧台方案和标准餐厅组合：餐
桌、凳子和长凳。每张桌子都采用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利落
简约；采用桦木制成，不同的纹理图案形成自然的色彩变
化。经测试适用于公共场合，可以放心让活泼调皮的小朋友
们一起使用。

不仅是稳固耐用！

STENSELE 思丹塞/
NORRARYD 诺勒利 ￥2697
（092.972.28）
组合包括：1个STENSELE 思丹塞 星形
底座 高103cm 炭黑色。1张STENSELE
思丹塞 桌面 直径70cm 炭黑色。2张
NORRARYD 诺勒利 靠背吧台凳 高74cm
黑色。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NORRÅKER 诺鲁克/
NORRÅKER 诺鲁克 ￥2697
（992.972.76）

NORRÅKER 诺鲁克/
NORRÅKER 诺鲁克 ￥2697
（992.972.81）

NORRÅKER 诺鲁克/
NORRARYD 诺勒利 ￥2897
（692.972.73）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
74×74cm 桦木。2张NORRÅKER 诺鲁克
靠背吧凳 高74cm 桦木。经测试可承受
120公斤的重量。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
74×74cm 桦木。2张NORRÅKER 诺鲁克
靠背吧台凳 高74cm 黑色。经测试可承受
120公斤的重量。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
74×74cm 桦木。2张NORRARYD 诺勒利
靠背吧台凳 高74cm 黑色。经测试可承受
110公斤的重量。

NORRÅKER 诺鲁克/
RÖNNINGE 瑞宁 ￥1997
（892.972.53）清晰可见的木材纹理柔
和了坚固结构的硬实外观，让椅子充满
家的温馨。简洁利落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五六十年代的座椅，能够完美契合任
何居家环境。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2把RÖNNINGE 瑞宁 椅
子 黑色。高79cm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
的重量。

NORRÅKER 诺鲁克/
RÖNNINGE 瑞宁 ￥1997
（492.972.50）柔和圆润的座椅和靠背设
计让你坐起来更舒服。

STENSELE 思丹塞/
RÖNNINGE 瑞宁 ￥2197
（492.971.51）耐磨边缘能防止椅子移动
或挂在桌子上造成的磕碰、划痕和裂缝。

组合包括：1张NORRÅKER 诺鲁克 桌子
74×74cm 桦木。2把RÖNNINGE 瑞宁 椅
子 桦木。高79cm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
的重量。

组合包括：1个STENSELE 思丹塞 星形
底座 67×67cm，高73cm 浅灰色。1张
STENSELE 思丹塞 桌面 直径70cm 浅灰
色。2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绿色。高
79cm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和RÖNNINGE 瑞宁 椅子设计干净简约，
适合放在餐厅、咖啡馆或临时座位区。

触感柔软，易于清洁——
STENSELE 思丹塞 和TOMMARYD
托玛瑞德 餐桌的层压板表面可以承
受高强度的使用，耐磨边缘带能防
止椅子移动或挂在桌子上造成的磕
碰、划痕和裂缝。桌子下方还有一
个挂钩，方便你挂放外套或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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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椅子不用时可以叠放起
来，节省空间。

将带DIETMAR 迪特马 底架的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挂在桌子
上，可以更方便地清洁地板。

吧台椅的脚踏板设计让人坐着更
舒适。

STENSELE 思丹塞/
RÖNNINGE 瑞宁 ￥2197
（592.971.55）可以将包袋或外套挂在桌
子下方的挂钩上。
组合包括：1个STENSELE 思丹塞 星形
底座 67×67cm，高73cm 炭黑色。1张
STENSELE 思丹塞 桌面 直径70cm 炭黑
色。2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绿色。
高79cm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STENSELE 思丹塞/
RÖNNINGE 瑞宁 ￥2197
（292.971.28）设计干净简约，适合放在
餐厅、咖啡馆或临时座位区。
组合包括：1个STENSELE 思丹塞 星形
底座 67×67cm，高73cm 炭黑色。1张
STENSELE 思丹塞 桌面 直径70cm 炭黑
色。2把RÖNNINGE 瑞宁 椅子 桦木。
高79cm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访问www.IKEA.cn，了解公用桌椅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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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吧台

咖啡吧台凳

如果希望在一个或几个相连的空间中混合搭配不同的风格和
功能，我们也为你准备好了许多搭配——坚固耐用、美观大

方，经过开发和测试，可用于公共场合。
柔和圆润的座椅和靠背设计提供的良
好支撑，加上宽大的尺寸，让你坐起
来更加舒适。

层压板表面触感柔软，结实耐用，易于清洁，可承受大量使用。
桌子下方的挂钩设计方便挂你的外套或包袋。

STENSELE 思丹塞 吧台 直径70cm，高103cm，
厚2.2cm 铝，钢，环氧/聚酯粉末涂层。
炭黑色/炭黑色

792.882.25

TOMMARYD 托玛瑞德 吧台 70×130/102cm 桌面：
长130×宽70，厚2.2cm 底架：长127×宽67，高102cm
钢，刨花板，层压板，聚丙烯塑料，环氧/聚酯粉末涂
层。层压板表面触感柔软，结实耐用，易于清洁，可承受
大量使用。桌子下方的挂钩设计方便挂你的外套或包袋。

￥1099

浅灰色
炭黑色

STENSELE 思丹塞 吧台 70×70cm 铝，钢，环氧/聚酯粉
末涂层。
煤黑色/煤黑色

093.239.20

￥899

093.048.08
093.048.27

桦木

￥799

桦木
黑色

￥1399

903.390.49
604.290.13

004.290.11

203.015.25

￥699
￥699

JANINGE 延宁 吧台凳 宽38×深36，高84，直径42cm
强化聚丙烯塑料/涂粉末漆钢。单手即可轻松调节高度。
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灰色
白色

￥1299
￥1299

802.813.55

502.460.90

￥799
￥799

餐椅

STENSELE 思丹塞 餐桌 直径70，高73，厚2.2cm 铝，
钢，环氧/聚酯粉末涂层。这张桌子可以用来工作、用餐
或和朋友交谈。不论倚靠、趴坐、移动、磕碰，或是将食
物洒在桌面上，经年累月使用后依旧品质出众。干净简洁
的设计十分百搭，能够完全契合任何环境。

STENSELE 思丹塞 餐桌 70×70cm 铝，钢，环氧/聚酯粉
末涂层。这张桌子可以用来工作、用餐或和朋友交谈。不
论倚靠、趴坐、移动、磕碰，或是将食物洒在桌面上，经
年累月使用后依旧品质出众。干净简洁的设计十分百搭，
能够完全契合任何环境。

TOMMARYD 托玛瑞德 餐桌 70×130/75cm 桌面：
长130×宽70，厚2.2cm 底架：长127×宽67，高75cm
钢，刨花板，层压板，聚丙烯塑料，环氧/聚酯粉末涂
层。层压板表面触感柔软，结实耐用，易于清洁，可承受
大量使用。桌子下方的挂钩设计方便挂你的外套或包袋。

煤黑色/煤黑色

炭黑色/炭黑色

煤黑色

292.882.37
592.882.31

￥999
￥999

NORRÅKER 诺鲁克 餐桌 长74×宽74，高74cm 实心桦
木，丙烯酸清漆。NORRÅKER 诺鲁克 系列采用实心桦
木，为你的用餐环境打造柔和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90

804.173.06

￥1399

咖啡餐桌

桦木

煤黑色

NORRÅKER 诺鲁克 靠背吧凳 宽42×深48，高100cm 着
色清漆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每张座椅都展现出简单利落
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可选择清漆或黑色漆款式，或混搭
两种款式。经测试可承受120公斤的重量。

NORRÅKER 诺鲁克 吧台 长74×宽74cm，高102cm
实心桦木，丙烯酸清漆，镀锌钢，粉末涂层。NORRÅKER
诺鲁克 系列采用实心桦木，为你的用餐环境打造柔和的
斯堪的纳维亚风格。
黑色

浅灰色/浅灰色

YNGVAR 伊格瓦 吧台凳 宽40×深40cm，座椅高度75cm
涂粉末漆钢，着色清漆山毛榉木贴面。经测试可承受
125公斤重量。

504.289.81

￥799

浅灰色/浅灰色

493.239.23

093.239.20

￥899
￥899

NORRÅKER 诺鲁克 餐桌 长125×宽74，高74cm 实心桦
木，丙烯酸清漆。每一张NORRÅKER 诺鲁克 餐桌都独
具特色，木材的魅力在于能自然形成不同的纹理图案和
色彩变化。
桦木

704.289.80

￥1499

浅灰色

393.048.02

693.048.05

￥1299

JANINGE 延宁 椅子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宽50×
深46，高76cm 强化聚丙烯塑料。不用的时候可以将椅子
叠放，节省空间。

JANINGE 延宁 扶手椅 宽50×深46cm，高76cm 强化聚
丙烯塑料。可以将扶手悬挂在桌子上，方便清洁地面卫
生。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黄色

白色

白色

802.460.79
402.460.81

￥349
￥349

灰色

202.805.18
602.805.16

YNGVAR 伊格瓦 椅子 宽40×深40cm，座椅高度46cm 涂
粉末漆钢，着色清漆山毛榉木贴面。不用时，把餐椅推到
桌子下方，或把4-6把椅子叠放在一起，节省空间。经测
试可承受120公斤的重量。

￥399

红色

￥399

黑色

504.176.33
604.176.37

￥799

￥599

￥1299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宽46×深49，高79cm 着色清漆
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清晰可见的木材纹理柔和了坚固
结构的硬实外观，让椅子充满家的温馨。经测试可承受
110公斤的重量。
桦木

804.007.54

￥599

绿色

804.128.94

￥599

黑色

904.308.64

NORRÅKER 诺鲁克 凳子 宽45×深29cm，座椅高度45cm
着色清漆实心桦木。坚固耐磨，符合公共场合的家具使用
要求。经测试可承受110公斤的重量。
桦木

704.289.75

￥299

NORRÅKER 诺鲁克 长凳 长103×宽29，高45cm 着色清
漆实心桦木。木材的魅力在于拥有自然形成的纹理图案和
色彩变化，因而每张长凳都独具特色。
桦木

204.289.92

￥499

￥599

访问www.IKEA.cn，了解公用桌椅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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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地毯
宜家地毯可以为餐厅和用餐体验带来别样氛围。在餐桌下方
铺上一块地毯，会增加温馨舒适的气息；有了地毯的缓冲，
移动餐椅、餐具碰撞或是高声谈论的声音都能缓和不少。
地毯在提供舒适度的同时，也能提升餐厅的整体美感，并有
助于将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无论你喜欢传统风格还是现
代风格，地毯都能很好地衬托用餐区和邻近空间的家具。

力。平织地毯是餐厅的理想之选。餐椅可以在平织地毯上平
滑移动，也不易形成凹痕。我们推荐羊毛、天然纤维或合成
纤维材质，因为这些材质耐用，沾染污渍后也容易清洁，让
你可以安心享用丰盛晚餐。
哦，别忘了加上地毯防滑垫。它可以防止地毯移动而引起绊
倒事故，并让柔软的地毯踩上去更加舒适。

对于铺在餐桌下的地毯，质地尤为重要。容易让椅子留下压
痕的质地，或是缠住椅腿的长绒，都可能削弱地毯原本的魅

VISTOFT 里斯特奥 平织地毯
自然色。200×300cm
304.079.89

￥99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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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地毯

地毯
美妙的羊毛

易于保养，持久美丽

羊毛的独特特质，使其成为餐厅地毯的完美之选。羊毛纤维
脂肪含量高，因而具有天然的抗污性。羊毛不易浸透，污渍
只能留在表面，所以无需浸水即可去除污渍。
除了品质好又暖和之外，羊毛还充满弹性，走在上面感觉更
舒服，还能防止桌椅在地毯上留下永久痕迹。柔软的材料有
吸音功效——高声谈论、儿童玩闹或杯碟碰撞的声音都能缓
和不少。

我们强烈建议你在餐厅区域选择平织地毯或短绒地毯。这样
既方便移动餐椅，又不会在地毯表面留下永久压痕。根据我
们的经验，地毯的绒毛越短，编织越紧密，地毯就越耐用，
防污性越佳。宜家提供多款平织地毯可供选择，其中部分可
以双面使用，更经久耐用。

除了羊毛，宜家也提供其他材质的餐桌用地毯。比如合成纤
维材质，这种材质容易保养，耐污，且不会褪色。另外，黄

VISTOFT 里斯特奥 平织地毯
使用面：90%西沙尔麻，10%黄麻。缝边面料：100%
棉。适合放在咖啡桌或餐桌下。坚固耐磨的西沙尔麻
材质可以承受脚和椅子移动时产生的磨损和撕扯，且
具有抗污渍的特性，不用担心食物、饮料或小吃溅洒
在地毯上。
200×300cm
TÅRBÄK 托尔贝克 平织地毯手工编织。
100%羊毛。
170×240cm

904.044.88 ￥1999

MELHOLT 美尔霍特 平织地毯手工编织。
纬编：97%黄麻，3%羊毛。经编：100%黄麻。
133×195cm

204.080.22

￥399

HÖJET 霍伊特 平织地毯手工编织。
100%羊毛。
170×240cm

403.820.40 ￥999

LOVRUP 勒伍拉 平织地毯手工编织。
80%羊毛，20%棉。
133×195cm

104.385.43

HALVED 哈尔维 平织地毯手工编织。
100%羊毛。
170×240cm

003.282.29

304.079.89

麻或剑麻这样的天然材质也十分耐用，其自然的色彩变化还
能为用餐区增添一抹质朴气息。

VONSBÄK 翁斯拜克 平织地毯
100%聚丙烯纤维。东方复古风格散发着做旧魅力，为餐
厅增添了独特韵味。短绒地毯，方便移动餐椅，且不会留
下压痕。
170×230cm

504.500.38

￥699

RINDSHOLM 林德侯姆 平织地毯
80%棉，20%粘胶纤维/人造丝。成对成列的圆形几
何图案引人注目。自然的色调，适合搭配任何家居环
境。平织编织，适合放在餐桌下方。
160×230cm

304.480.51

￥699

￥999

￥1299

SVALLERUP 斯瓦勒鲁 平织地毯
100%聚丙烯纤维。这款经典黑白方格图案的地毯质
地柔软，室内或户外使用皆宜。非常适合摆放在餐桌
下方，双面可用，如果你不小心在地毯上溅上污渍，
翻面使用即可。
200×200cm

704.352.16

LOHALS 鲁哈斯 平织地毯
100%黄麻。黄麻是一种耐用的可回收材料，富有自
然的色泽变化。
160×230cm

302.773.94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地毯。

￥599

￥999

￥999

TRANGET 特朗格特 平织地毯
一款令人爱不释手的地毯，采用100%羊毛编织。我们
运用精湛工艺，手工编织出深浅蓝色相互交织的传统
图案，让每一块地毯都成为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羊
毛材质，可多年使用，百看不厌。
170×240cm

304.385.37

￥1499

手工编织的独特魅力
地毯编织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通过雇用当地熟手能匠制作
宜家地毯，继续传承这种独特的工艺。我们与供应商一起，将纺织
业务整合到工作环境良好、待遇公平、工作稳定、绿色环保的制造
中心。以可持续的方式生产手工地毯，能为编织工匠和他们所在的
社区带去福祉，也能确保我们的产品来源可靠安心，业务渠道稳定
有保障。
94

从我们的地毯系列中挑选一块能够陪伴你多年的好伙
伴。通过简单保养，比如用吸尘器清洁地毯并定期翻
面，能延长地毯的使用寿命，保持美观如初。
地毯难免会溅上污渍，但只要及时处理，完全不会留
下痕迹。记住不要反复擦拭湿的地方，而应当用纸巾
或湿布吸去污渍。如果污渍没有去除，请使用专业的
地毯清洁产品。
访问www.IKEA.cn，了解更多羊毛和手工编织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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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的配件
用爱点缀餐桌
为你的家找到一张梦寐以求的餐桌后，不妨再添置一些刀
叉、餐具和玻璃器皿。它们能为你的餐桌锦上添花，打造更
完整的家具风格，让你的餐桌更温馨宜人，别具个性。
无论你是想寻找完整的组合，或是需要补充现有的餐具配

件，宜家丰富多样的餐厅配件都能满足你的需求，让你用爱
点缀餐桌。在下面几页，我们为你展示了一系列备受欢迎的
宜家产品。

餐具

玻璃器皿

刀叉

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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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上添花的配件

餐具
挑选餐具时，不妨选择耐看的经典款式，比较易于搭配不同
风格的桌布、餐垫或餐巾。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一些色彩缤
纷、充满装饰性的款式，让餐桌彰显个性风采。

STRIMMIG 斯特里米格 上菜用盘直径29，高5cm 陶器。

STRIMMIG 斯特里米格 盘直径27cm 陶器。

灰色

灰色

704.378.85

￥69

804.431.88

STRIMMIG 斯特里米格 餐盘直径21cm 陶器。
￥24.9

灰色

204.431.91

￥19.9

“在设计UPPLAGA 乌普洛卡 系
列餐具时，我希望它能为餐桌
布置带来灵感与乐趣，当然更希
望食物在这些碗盘里变得更加
诱人。”
STRIMMIG 斯特里米格 马克杯高8cm，容量360毫升 石
瓷。底部排水格可以排出水分，防止杯子在洗碗机中倒
置时积水。

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柔软的褶饰边缘是UPPLAGA 乌普洛卡 系列餐具的特色。该系列采用陶瓷制
成，设计简约质朴。你可选择全套的UPPLAGA 乌普洛卡 系列餐具，彰显传
统格调；或再搭配其他瓷器餐具，混搭不同风格。

UPPLAGA 乌普洛卡 盘28cm 长石瓷。
白色

904.246.98

￥29.9

灰色

UPPLAGA 乌普洛卡 深盘直径26，高5cm 长石瓷。

UPPLAGA 乌普洛卡 碗直径16，高7.5cm 长石瓷。

白色

白色

304.247.19

￥29.9

804.247.07

￥19.9

404.431.85

STRIMMIG 斯特里米格 碗直径15，高7cm 陶器。
灰色

704.431.79

￥19.9

￥29.9

“花朵的图案灵感源自斯堪
的纳维亚植物群落和日式
简约风格，使单品外观时
尚简洁，同时彰显手工质
感。既可以搭配使用全系
列产品，也可单独购买心
仪产品。”
设计师：Jennifer Idrizi

UPPLAGA 乌普洛卡 碗直径13，高6cm 长石瓷。
白色

98

604.380.22

￥14.9

UPPLAGA 乌普洛卡 马克杯 高10cm，容量350毫升
长石瓷。
白色

604.247.13

￥19.9

访问www.IKEA.cn，获取更多灵感并了解全系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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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器皿
STORSINT 斯图辛特 玻璃器皿系列是我们的得意之作，适
合配搭饮用各类饮品。整个系列采用水晶玻璃制成。水晶玻

璃是水晶的无铅替代品，明晰透亮，碰杯时声音清脆悦耳。
干杯！

“我在设计STORSINT 斯图辛特
时，希望打造一系列能提升品酒
体验的玻璃酒杯。我将瓶颈设计
成纤细光滑的造型，易于抓握，
杯身宽大，便于醒酒，彰显酒的
馥郁香醇。”
设计师：Aaron Probyn

STORSINT 斯图辛特 红酒酒杯 6件套。高21.5cm，容量
680毫升。这款玻璃杯看上去仿佛是用传统水晶制成，但
实际上是由水晶玻璃打造。水晶玻璃是水晶的无铅替代
品，明晰透亮，碰杯时声音清脆悦耳。

STORSINT 斯图辛特 红酒酒杯 6件套。高23.5cm，容量
670毫升。整套玻璃酒杯旨在提升你的品酒体验，碗形酒
杯有助于扩散佳酿的馥郁香醇。水晶玻璃材质，看上去透
亮有光泽，碰杯时会产生悦耳的响声。

STORSINT 斯图辛特 酒杯 6件套。高21.5cm，容量490毫
升。这款玻璃杯看上去仿佛是用传统水晶制成，但实际上
是由水晶玻璃打造。水晶玻璃是水晶的无铅替代品，明晰
透亮，碰杯时声音清脆悦耳。

STORSINT 斯图辛特 香槟酒杯 6件套。高22cm，容量
220毫升。整套玻璃酒杯旨在提升你的品酒体验，碗形酒
杯有助于扩散佳酿的馥郁香醇。水晶玻璃材质，看上去透
亮有光泽，碰杯时会产生悦耳的响声。

STORSINT 斯图辛特 杯子 6件套。高10cm，容量370毫
升。整套玻璃酒杯旨在提升你的品酒体验，碗形酒杯有助
于扩散佳酿的馥郁香醇。水晶玻璃材质，看上去透亮有光
泽，碰杯时会产生悦耳的响声。

STORSINT 斯图辛特 啤酒杯高18.5cm，容量480毫升。
这款玻璃杯看上去仿佛是用传统水晶制成，但实际上是
由水晶玻璃打造。水晶玻璃是水晶的无铅替代品，明晰透
亮，碰杯时声音清脆悦耳。

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6件套

100

803.963.37

003.963.17

￥79

￥79

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

003.962.99

603.962.82

￥79

￥79

透明玻璃

透明玻璃

703.962.86

703.963.09

￥79

￥14.9

STORSINT 斯图辛特 玻璃水瓶容量1.7升。STORSINT 斯
图辛特 系列提供了适合不同饮品的玻璃器皿，方便你轻松
搭配，布置餐桌。
透明玻璃

703.963.85

￥89

访问www.IKEA.cn，获取更多灵感并了解全系列玻璃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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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

刀叉
你喜欢哪种刀叉风格？厚实或是纤细？传统或是现代？刀叉
也是让餐桌彰显个性风采的元素。宜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耐

用刀叉。无论是简单的快餐，或是家庭聚餐，这些刀叉让你
加倍享受每一顿美食。

“在设计GAMMAN 咖曼时，我
的想法是把现代的刀叉做成传统
的样子。GAMMAN 咖曼 刀叉纤
细、轻巧而优雅，同时又结实耐
用，便于抓握。”
设计师Henrik Preutz

TILLAGD 提拉格 刀叉 餐具24件套。不锈钢，经金属处
理。不妨使用这款线条简洁的黑色哑光刀叉，点缀你的
餐桌布置。
黑色

103.501.06

SKUREN 斯库伦 刀叉 餐具24件套。
不锈钢

902.589.72

￥149

￥499

一切布置就绪，准备迎接客人。购置了新的餐桌，你难免想
向所有人展示一下。沉浸于新餐桌带来的兴奋之余，不妨再
为餐桌增添一些点缀，譬如桌布、餐垫和餐巾。它们既能保

FULLKOMLIG 福康丽 桌布 145×240cm 100%聚酯纤
维。这款桌布采用特殊材料制成，清洗后即可恢复平滑，
无需熨烫。
白色

903.430.46

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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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97.57

803.430.04

SMAKSINNE 斯马克辛恩 餐垫 直径37cm 聚丙烯塑料。
保护桌面，减少使用餐具和刀叉时在桌面上产生的噪音。
白色/绿色/花纹

604.031.88

￥9.9

GRUPPERA 格鲁佩拉 餐巾 33×33cm 6件套。纯棉制成，
这种天然材料不仅极为耐用，而且越洗越柔软。
白色/黑色

303.577.29

￥24.9

￥24.9

IKEA 365+ 桌布 145×320cm 100%棉。染织棉布，反复
洗涤也不掉色。

MOPSIG 默普斯格 刀叉 餐具16件套。
不锈钢

￥39.9

SOARÉ 索尔勒 餐垫 直径37cm 水风信子。清漆。温馨怡
人的风格，无论是在悠闲的夏夜，还是在寒冷的冬季，
都是那么合适。采用水风信子手工制造。水风信子生长
于热带地区的河道，为避免水流不畅，需要采割以控制
其生长。
001.764.62

IKEA 365+ 刀叉 餐具24件套。IKEA 365+ 系列涵盖所有
餐桌用具。单独使用该系列，可打造日常简约的餐桌风
格；也可以搭配丰富色彩和其他配件，增添更多活力。

护你的桌子，让餐桌减少磨损或避免沾染污渍，也能为特别
的场合营造合适的气氛。

￥39.9

白色/灰色

302.783.55

￥129

￥179

访问www.IKEA.cn，获取更多灵感并了解全系列刀叉

访问www.IKEA.cn，获取更多灵感并了解全系列餐桌用纺织品和餐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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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不同活动的照明
餐厅往往也是家中各种活动的聚集地。例如，在餐桌上吃点
小吃，趁周末悠闲享用早午餐，或是辅导小孩子做作业或一
起玩游戏。无论你的用餐区是独立的空间，还是与厨房相
连，你都需要一些灯具来满足不同的活动需求。
好的照明不仅仅是要够亮，更需要营造舒适的氛围，散发合
适的光彩，不会产生刺眼的眩光，方便在桌子上进行不同的
活动。无论是在怎样的空间中，灯光种类越多，就越容易为
不同的活动营造合适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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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要考虑灯具的设计。灯的形状、大小和材料都会对
整个空间的氛围有很大的影响，增添精致的点缀或是抢眼的
效果。
在宜家的系列产品中，你能找到各种类型的灯具。在你下午
写写邮件，或是晚上吃晚餐、宵夜时，用不同的灯光营造理
想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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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

照明

智能照明
有了智能照明，你就能根据不同的场合和活动，个性化定制
家中照明。早餐和晚餐时切换不同的灯光，做作业时又换上

吊灯
另一种合适的光线。你可以通过遥控器或手机应用程序来控
制灯具，轻松调节灯光亮度，开灯、关灯，切换暖光冷光。

在宜家，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灯具，满足你在餐桌周围进行
各种活动的需求。你可以选择精致简约的款式，或是别致的

设计，在白天与黑夜为家居增添独特的魅力。下面是我们一
些备受欢迎的吊灯款式，来挑选心仪的款式吧！

EVEDAL 艾弗道尔 吊灯
直径28cm。电线长1.6m。采用玻璃和黄
铜等优质材料，配以经典的斯堪的纳维亚
设计。这款灯具灯罩内侧采用不透明材
料，外侧采用彩色玻璃，兼具氛围照明和
定向照明的功能。

SKURUP 斯库鲁 吊灯
直径38cm。电线长1.5m。这款灯兼具坚
固的金属结构和经典设计。你可以根据
你和家庭空间的需求，轻松调节吊灯高
度。只需将灯罩顶部的盖子抬起，卷起
灯线即可。

TRÅDFRI 特鲁菲 网关
303.378.16

￥249

灰色

903.642.27

￥899

SKYMNINGEN 希姆宁 吊灯
直径42cm。电线长1.5m。采用富有曲线
美的涡轮造型，无论安装在哪里都十分
抢眼。这款灯具曾荣获优秀设计奖(Good
Design)。
米色

304.258.13

￥499

黑色

304.071.16

￥129

VÄXJÖ 维克舍 吊灯
直径38cm。电线长1.5m。这款灯具采
用光滑铝材制成，可在用餐时营造温馨
的照明环境，为餐桌或吧台提供良好的
定向照明。
米色

803.631.48

￥199

TRÅDFRI 特鲁菲 遥控套件，E27 白色光谱
304.065.55

￥179

音响
让音乐焕发光芒。SYMFONISK 希姆弗
斯 台灯音箱可散发温暖光线，灯光亮
度可调节，同时还能播放音质出色的
音乐。这款台灯音箱由宜家与Sonos合
作推出，摆放在餐桌上，能为不同的
活动营造合适的光线氛围。

访问www.IKEA.cn，了解
SYMFONISK 希姆弗斯 全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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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MSÅS 格林萨 吊灯
直径55cm。电线长1.4m。这款灯具通透
轻巧，外形阔大，仿佛飘浮在空中。安装
上透明灯泡，打开时可在墙壁上投射光影
图案；关闭时也同样美观。
白色

404.128.29

KNIXHULT 克尼斯胡特 吊灯
直径40cm。电线长1.6m。竹子材质，带有自然色泽
差异，每个灯具都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手工编制而成，
独具特色。

￥249

竹子

604.071.29

￥299

“设计KNIXHULT 克尼斯胡特
时，我希望能打造一款环保型
灯具。因此我们选用了吸碳能
手——竹子，它从大气中吸收的
二氧化碳量要多于它的排放量。
我们发现工厂会将颜色较暗的
竹子丢弃，因此我们打造出一款
产品，以展示明暗色调的变化
之美。我非常高兴我们使用了吸
碳型材料，并进一步充分利用原
料，打造出一款经久耐用且富有
天然美感的灯具。”
设计师Emma Olbers
访问www.IKEA.cn，了解全系列灯具及智能照明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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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M 阿甘 儿童座椅
白色。502.535.37

与小孩共餐

299

￥

让吃饭变得更有趣，更放心
和小孩一起吃饭，有可能变成大人与小孩的一场较量，场面
混乱不堪，但也常常充满欢声笑语。无论小孩心情如何，都
不可忽视他们进餐时的安全问题。以我们的高脚椅为例，这
些椅子经过世界上最严格的安全测试，因此你大可放心，它
们不会有锋利的边缘、易松动的细小零件或会生锈的金属零
件。此外，我们仅使用无毒的材料和表面处理。
我们的儿童餐具同样如此，每一件都经过严格测试，以确保
达到甚至超越最严格的安全标准。我们严禁使用双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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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和邻苯二甲酸盐等所有可能对孩子皮肤或健康有害的
物质。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儿童餐具产品都是与父母、儿童和
专家一起设计的，以确保其趣味性、易于保养和易于使用；
这些餐具既是训练小孩独立用餐的理想工具，也有助于提升
全家人的愉快用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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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孩共餐

与小孩共餐

儿童座椅

儿童餐具/纺织品

高度适当的儿童座椅

让小孩学习独立进食的好帮手

将婴儿的高脚椅调至与餐桌持平，与其他家人一样高，能很
好地帮助宝宝培养进餐习惯和社交能力。宜家高脚椅线条柔
和圆润，并配有宽敞稳固的底座和安全带。我们还提供儿童

座椅，让孩子学习独立就坐，方便他们轻松坐在高高的椅子
上。这些椅子易于清洁，结实稳固，适合搭配各种餐桌风
格，是百搭的餐椅选择。

孩子长大后，椅子也能变换使用。婴儿时期，这张椅子是学习用餐和说话
的安全角落；小孩长大一点后，又能让他们独立离开餐桌。

对于小孩来说，与你一起坐在餐桌前用餐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过程。为此，宜家为你们设计了多款实用的产品。例如，有
便于抓握的婴儿勺子、带杯嘴和2个大把手的婴儿杯子，以
及带长手柄的勺子。搭配碗碟使用，能避免小孩用餐时掉饭
洒汤，搞得一团乱。这些碗碟采用高边缘设计，能有效减少

SMASKA 斯玛卡 筷子和勺子套装带盒子
不锈钢 聚丙烯塑料

604.910。24

￥19.9

白色

292.525.54

LANGUR 兰格 儿童座椅高脚椅对小孩来说太小了，但坐
在普通椅子上又不够高？那么，儿童座椅将是你理想的选
择，其高度适用于餐桌，又带有舒适的脚踏。适合愉快用
餐或进行手工创作时使用

ANTILOP 安迪洛 高脚椅，带托盘高脚椅方便小孩与成人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帮助他们培养社交和用餐技能。

ANTILOP 安迪洛 高脚椅子，带安全带

AGAM 阿甘 儿童座椅让孩子坐在适当的高度上用餐。

INGOLF 英格弗 儿童座椅儿童座椅的高度适用于餐桌，
又带有舒适的脚踏，是理想的选择。

白色/银色

892.525.94

690.462.32

￥549

￥79

白色

白色
红色

992.526.16

502.535.37
102.535.39

白色/银色

990.674.97

￥99

￥399

￥299
￥299

KALAS 卡拉斯 餐具18件套色彩鲜艳，耐撞击，耐刮擦，
便于抓握。非常适合急着学会自己吃饭的宝宝使用，这个
时候他们很容易拿不住勺子，掉饭洒汤，搞得一团乱。

KALAS 卡拉斯 盘 6件套。盘子的边缘高，可防止食物
外溅。

KLADDIG 克拉丁 围嘴这款柔软的围嘴颈部可调节，有非
常实用的搭扣设计以及带弹性的长袖袖口，穿戴舒适，可
供小孩使用多年。

603.786.69

￥9.9

多色

003.786.72

￥9.9

￥599

LANGUR 兰格 儿童座椅/高脚椅附带的安全带经过特别
设计，既可以确保将孩子固定在高脚椅上，又不会勒到他
们；而且它还带有安全带释放按钮，方便你（而非孩子）
单手解开安全带。
白色

KALAS 卡拉斯 碗 6件套。多种明亮欢快的色彩，每个小
孩都能挑选到自己心仪的颜色。塑料材质不易碎裂，且不
含任何有害物质和添加剂。
多色

LANGUR 兰格 儿童座椅/高脚椅，带托盘

食物飞溅。所有餐具采用无害的塑料制成，且坚固耐用，不
怕被小孩咬坏。祝你和小孩用餐愉快！对了，别忘记给小孩
系上围嘴！

白色

复古色漆

301.577.87

403.538.39

￥399
￥399

KALAS 卡拉斯 杯子 6件套。经检验符合接触食品的要
求，采用无害塑料制作，与婴儿奶瓶、一次性尿布和食品
盒使用的材质相同。
多色

403.786.70

￥9.9

多色

203.786.71

￥9.9

多色

603.072.24

￥24.9

BÖRJA 波利亚 杯这款杯子有一个杯嘴、两个大大的把
手，更方便宝宝拿着自己喝水。
002.138.84

￥9.9

绝不含BPA！
宜家所有儿童餐具均不含BPA（双酚A）或其他有害物质。
从围嘴和碗碟到餐具和杯子，所有产品均符合最高市场标
准，你大可放心与家人一起愉快用餐。

URBAN 乌尔班 儿童座椅不使用时可叠放，节省空间。
白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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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652.16

302.070.37

￥349
￥349

LANGUR 兰格 高脚椅带垫椅套衬垫材料能够缓解孩子的
身体压力，无论是坐着或是倚靠时，都非常舒适柔软。
黄色
灰色

访问www.IKEA.cn，获取更多灵感并了解全系列婴儿和儿童座椅

503.526.41

503.778.92

￥49
￥49

LANGUR 兰格 儿童座椅带垫椅套椅套可机洗，且易于
装卸。
灰色

803.526.54

￥49

宜家已禁止在儿童系列（0-7岁）塑料产品、与食品有接触
的产品中使用BPA（双酚A），并且从2006年起逐步停止使
用B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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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宜家美食带回家！
挑选好你梦寐以求的餐厅系列产品，是时候用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了！何不品尝
一下宜家瑞典食品屋的各种美食呢？这里提供满溢斯堪的纳维亚风情的特色美
食。所有食品原材均均来自可靠来源，并由我们负责任地进行加工，让你吃得开
心，吃得放心。一起来看看宜家备受欢迎的美食吧！

再来一杯咖啡？

源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新鲜海鲜

PÅTÅR 巴塔尔 单品咖啡采用100％手工拣选的乌干达白尼
罗河地区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制成。关于这款咖啡，最值得强
调的一点是，你所品尝的每一口咖啡，都会为种植咖啡的农
民带来更多经济收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种植咖啡的农
民有了更多的收入后，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支付学费。而受
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在毕业后又能重返农场，发挥自己学到
的知识。

三文鱼和虾是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等地传统菜肴的重要
食材。宜家希望与世界分享这些传统美食，同时帮助保护海
洋及海洋生物的未来。

传统肉丸，或是蔬菜丸、鸡肉丸、
三文鱼和鳕鱼丸?

PÅTÅR 巴塔尔 烘培咖啡粉 中度烘焙，250克
103.945.77￥000

ALLEMANSRÄTTEN 艾曼斯顿 鸡肉丸 冷冻
803.464.08￥000

曾参与研发SJÖRAPPORT海鲜系列美食的Annika说：“海鲜
是斯堪的纳维亚美食的重要食材。宜家的海鲜美食不仅营养
丰富，而且遵循负责任的方式生产，有助于保护海洋生物
的可持续性。”该系列包括了三文鱼、虾，甚至还有素食鱼
子酱。

宜家餐饮部的Annika Dunnico说：“不论你是弹性素食主义
者、严格素食主义者，因为文化信仰有着特定的饮食偏好，
还是纯粹想有更多选择，你都可以在宜家找到适合自己的
美味。”
践行可持续发展，也是宜家餐饮部在其全球备受欢迎的肉丸
基础上，开发新品肉丸的原因之一。Annika表示：“研制蔬
菜丸可以鼓励人们多食用蔬菜，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SJÖRAPPORT 烟熏三文鱼 冷冻
803.60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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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轻松
我们可以帮忙
挑选好你的全新餐厅家具了？把剩下的工作交给宜家。从提货、送货到组装新的餐桌，
我们的本地服务团队随时为你效劳。此外，宜家还提供了多种付款方式。

代提货及送货服务
我们会按照你的购物清单，提供代提货及送货服务，帮你
把选购的货品提取并且送货到家或公司。

组装服务
宜家的第三方服务商将为你提供专业的组装服务，并贴
心处理好所有包装材料。该服务还包括了免费的X年工艺
品质保证。

送货服务
无论是要送到家或公司，宜家都能为你提供送货服务。而
且我们不仅是送货上门，而是直接送到你指定的房间。日
期和时间，由你来定！

支付方案
你不需要一次性完成付款。宜家为你提供了多种灵活的
支付方案。

NORDVIKEN 诺德维肯/
NORDVIKEN 诺德维肯
一桌四椅
白色/白色。152/223×95cm
293.051.66

3695

￥

浏览IKEA.cn/service
或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

想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查阅本购物指南？
扫描二维码或登陆IKEA.cn/dining浏览电子版本。
你可以通过互动体验了解我们的餐厅产品，一站式
搜索、比较、规划、收藏，随时随地选购想要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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