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物指南

专业办公场所

办公家具
宜家竭诚为你提供适用于不同办公场所的优质家具，不管是小型办公空间，还是人员众多的
办公室。宜家产品从办公桌、储物柜和椅子，到灯具和办公桌配件应有尽有，可助力现代公
司平稳顺畅运营。这里有不同尺寸和形状的办公桌供你选择，有提供舒适背部支撑的椅子任
你挑选；你还可以根据公司需要，定制属于自己的独特储物方案。宜家的办公家具设计精
美，功能巧妙，品质出色。而且我们产品已通过办公家具使用测试，可应对工作中的种种挑
战，经久耐用。

本宣传册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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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了解更详尽的产品信息，请参见价格标签或上网查询。所有产品组件均需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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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自食其力，或请宜家工作人员提供协助
虽然你很能干，但宜家希望可以让你享有更舒适的购物体验。
我们提供了拣货、最后一公里配送、组装、分期付款等一系列
服务，诚挚希望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欲知更多详情，请参阅指南背页或浏览www.IK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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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隔板，
满足各种需求。隔板可以放在接待区，营造一个愉悦温馨的氛围，
也可以在开放式办公区域创造一定的私密空间，减少噪音，等等。

灵活储物，减少占地空间。
BEKANT 贝肯特 含脚轮储物单元移动方便，改造办公场地时不需要
太费力。小尺寸的储物单元适合存放小件物品，大尺寸的储物单元则
可用作演示台。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无需钥匙，即可锁定和保管
个人物品。

用会议桌打造灵活会议空间
IDÅSEN 伊朵森 会议桌、TOMMARYD 托玛瑞德 会议桌和TROTTEN
特罗滕 会议桌均提供多种外观选择，可灵活满足办公空间的需求。
它们具有75和105cm两种高度，可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让所有与会
人员安稳就坐。这些会议桌可轻松移动，不论是举行演示或研讨会，
用于单人工作还是团队工作，都能驾驭自如。

利用更小的空间摆放更多办公桌。
办公桌背靠背摆放，可以节省办公空间。不同尺寸、不同形状的办公
桌也可以这么做。比如，将长方形桌或四角桌背靠背摆放，四角相
接。还有很多不同的摆放方法。背靠背摆放办公桌可以节省工作时
间，方便团队同事沟通协作。办公桌之间可以放置隔板，这样一来，
员工也能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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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和会议桌

产品特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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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
TROTTEN 特罗滕：Francis Cayouette
BEKANT 贝肯特：Karl Malmvall、Eva Lilja Löwenhielm
IDÅSEN 伊朵森：Jon Karlsson

满足不同需求
BEKANT 贝肯特 办公桌形状多样，尺寸各异，任君挑选。无
论是小型办公桌还是转角式办公桌，均桌面宽敞，适合摆放
电脑。我们也有五边形办公桌，专为接待访客而设计。桌上
配有电线收纳网袋，可以整理杂乱的电线，保持桌面整洁有
序。如果你喜欢较柔软的桌面，可以选择含有天然成分的油
毡桌面。在上面写字很舒服。桌面不反光，可以保护视力。

1. 可调节高度的桌腿让你能以自己习惯的高度组装桌面。如果有坐/
站两用式桌架，只需按动开关，即可升降桌子。

3. 桌面下方配有电线收纳网袋，便于保持桌面整洁有序。
4. 采用贴面和蜜胺贴膜的桌面耐磨防污，易于清洁。

2. 弧形桌面可在打字时为手腕和前臂提供支撑。

保养说明
用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干净。

桌子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BEKANT 贝肯特、IDÅSEN 伊朵森、THYGE 泰吉、SKARSTA
斯卡斯塔 和RODULF 鲁道夫 办公桌系列产品都经过测试，
满足专业办公室使用的高标准（办公桌标准：EN527-2、
EM 572-3、ANSI/BIFMA X:5.5，会议桌标准：EN14074、
EN1730和ANSI/BIFMA X:5.5）以及宜家在品质和耐用性方面
的严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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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免费质保

阅读质保手册了解更多。
“Desk Control（升降桌控制软件）”只适用于
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请前往应
用程序商店下载 “升降桌控制软件”应用，了解应
用安装过程。

这意味着以上系列产品均经过多次全面测试，因此你可以放
心，宜家生产的办公桌结实耐用，可承受重物，且桌面耐刮，
不易变形。它将常年伴你左右，助你享受高品质办公生活。

按动开关即可升降BEKANT 贝肯特和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桌架，TROTTEN 特罗滕
则需摇动手柄调整桌架高度。方便你随意调整坐姿，舒展身体。BEKANT 贝肯特 的桌面高度
调整范围是65cm至125cm，IDÅSEN 伊朵森 是63cm至127cm，TROTTEN 特罗滕是70cm至
1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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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或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可助你保持良好
体态，促进血液循环，强化核心肌群。

组合

组合

高度可调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办公桌可以电动升降桌面，将高度调
整在65-125cm之间，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可坐可站，根据
需要变换姿势，活动身体，既能缓解疲劳，又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组合（160×80cm）
桌面 白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3899

桌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白色橡木贴面、油毡蓝色或橡木贴面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3999/4199

轻松打造会议空间TOMMARYD 托玛瑞德、IDÅSEN 伊朵森 和
TROTTEN 特罗滕 会议桌可帮助你根据变化的需求，灵活规划和装饰
办公空间。你可以用这些桌子来召开正式会议或创意研讨会，或者营
造个人或团队办公空间。桌子体积轻巧，需要时可以随时变换位置，
打造新格局。桌子下方还藏有巧思——特别设计的挂钩可用来挂包
袋或外套。

可搭配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支撑椅，以便在高桌旁工
作时保持符合人体工学的良好姿势。

此组合（80×80×102cm）

此组合（130×70×75cm）

在长时间的会议或电话沟通中，脚凳可以为脚部提供必要的支撑。
TROTTEN 特罗滕 会议桌配有脚轮，移动方便，且脚轮可固定，防止
桌子在使用过程中移动。

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空间BEKANT 贝肯特 的弧形桌面可在书写时为手腕
和前臂提供支撑，减轻长时间工作导致的肩部疲劳。
此组合（160×110cm）
桌面 白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4899

桌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白色橡木贴面、油毡蓝色或橡木贴面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4999/5199

TROTTEN 特罗滕 白色/白色

￥79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浅灰色

￥1299

TROTTEN 特罗滕 米色/白色

￥79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白色

￥1299

TROTTEN 特罗滕 米色/炭黑色

￥79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炭黑色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炭黑色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白色

￥1299
￥1299
￥1299

此组合 （130×70×105cm）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浅灰色

￥139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白色

￥139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炭黑色

宽敞的办公区IDÅSEN 伊朵森 桌面宽敞，可助你与电脑屏幕保持舒
适的距离。
此组合（160×80cm）
桌面 黑色或棕色
配桌架 米色或深灰色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炭黑色

可灵活调节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可以电动升降，将高
度设置在63-127cm之间，助你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站
姿。如果是共享办公桌，可在“Desk Controller”应用中设置桌面
高度。
此组合（120×70cm）

￥1699

桌面 黑色或棕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米色或深灰色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白色

￥3999

此组合（140×70×75cm）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褐色/深灰色

￥99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褐色/米色

￥99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黑色/深灰色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黑色/米色

可灵活调节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可通过摇动手柄，
在70cm至120cm之间将桌面调整至合适高度，确保站姿和坐姿均符
合人体工程学。可坐可站，根据需要变换姿势，活动身体，既能缓解
疲劳，又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组合（120×70cm）

可灵活调节RODULF 鲁道夫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可以电动升降，将高
度设置在65-125cm之间，助你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站
姿。可坐可站，根据需要变换姿势，活动身体，既能缓解疲劳，又
能提高工作效率。
此组合（140X80cm）

桌面 米色或白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白色或炭黑色

桌面 灰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白色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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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此组合 （140×70×105cm）

￥999
￥99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褐色/深灰色

￥139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褐色/米色

￥139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黑色/深灰色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黑色/米色

￥1399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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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
￥1399
￥1399

基本组合

所有部件和价格

BEKANT 贝肯特

BEKANT 贝肯特
BEKANT 贝肯特 转角桌面底架 160×110cm可搭配BEKANT 贝肯
特 转角桌面使用。桌腿的可调节高度范围在65-85cm之间，方便
你将桌面固定在合适的高度。

BEKANT 贝肯特 右侧转角式桌面 160×110cm可搭配BEKANT 贝
肯特 转角桌面底架使用。
尺寸
桌面 白色
配桌架 黑色或白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桌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白色橡木贴面、油毡蓝色或橡木贴面
配桌架 黑色或白色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黑色或白色

160×110cm，左侧或右侧
￥1199

￥4899

￥1299/1499

￥4999/5199

160×80cm

140×60cm

￥899

120×80cm

￥749

￥3899

￥699

￥000

￥999/1199

￥3999/4199

￥599

黑色白蜡木贴面

503.662.85

￥699

￥3499

桌面 白色、浅灰色、炭黑色或白色橡木/贴面
配桌架 白色、浅灰色或炭黑色

￥1299

￥599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803.662.79

￥699

403.662.81

IDÅSEN 伊朵森

白色
黑色

￥699

140×70×75cm

140×70×105cm

120×70cm

160×80cm

￥999

￥1399

￥1299

￥1699

—

—

￥3999

白色桌面，银色桌架和桌腿

￥449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403.663.04

￥549

803.663.02
903.663.06

￥549
￥749

白色

703.535.31

￥349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003.662.97

￥449

403.662.95

￥450

白色

503.535.27

￥299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303.662.91

￥399

703.662.89

702.553.28
102.553.26

￥400
￥400

白色

902.529.13

￥400

黑色

502.529.10

￥400

白色
黑色

302.529.68
102.529.69

￥4300
￥4300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桌面底架 160cm可搭配160×80cm
的BEKANT 贝肯特 桌面或160×80cm的BEKANT 贝肯特 五边形桌
面。你可以电动升降桌面，将高度设置在65-125cm之间，保持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站姿。

￥399

白色
黑色

￥4399

802.552.57

202.552.55

￥3450
￥3450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桌面底架 120cm可搭配120cm的
BEKANT 贝肯特 桌面使用。你可以电动升降桌面，将高度设置在
65-125cm之间，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站姿。

120×60cm
￥599

尺寸

140x80cm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白色

￥1999

TROTTEN 特罗滕
尺寸

120×70cm

160×80cm

120×70cm

140×80cm

160×80cm

配桌架 白色或炭黑色

￥1299

￥1499

￥599

￥699

￥799

桌面 米色和白色

￥450

BEKANT 贝肯特 转角式办公桌坐/站两用式桌架可搭配BEKANT
贝肯特 左侧或右侧转角式桌面使用。你可以电动升降桌面，将
高度设置在65-125cm之间，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
站姿。

￥449

RODULF 鲁道夫

桌面 灰色

702.529.09

BEKANT 贝肯特 转角式办公桌桌架 120×80cm可搭配120cm的
BEKANT 贝肯特 桌面使用。桌腿的可调节高度范围在65-85cm之
间，方便你将桌面固定在合适的高度。

803.535.35

黑色

THYGE 泰吉
尺寸

102.529.07

白色漆橡木贴面

白色

白色漆橡木贴面
尺寸

￥600

BEKANT 贝肯特 桌面底架 140×60cm可搭配140cm的BEKANT
贝肯特 桌面使用。桌腿的可调节高度范围在65-85cm之间，方便
你将桌面固定在合适的高度。

￥899

BEKANT 贝肯特 桌面 120×80cm可搭配适用于120cm桌面的
BEKANT 贝肯特 桌架使用。

桌面 棕色和黑色
配桌架 米色或深灰色

￥600

BEKANT 贝肯特 转角式办公桌桌架 160×80cm可搭配160cm的
BEKANT 贝肯特 桌面使用。桌腿的可调节高度范围在65-85cm之
间，方便你将桌面固定在合适的高度。

BEKANT 贝肯特 桌面 140×60cm可搭配适用于140cm桌面的
BEKANT 贝肯特 桌架使用。

￥1399

302.529.73

白色

蓝色油毡面

130×70×105cm

203.662.77

502.529.72

BEKANT 贝肯特 桌面 160×80cm可搭配适用于160cm桌面的
BEKANT 贝肯特 桌架使用。

白色漆橡木贴面

配坐/站两用式桌架 米色或深灰色

黑色

￥899

303.534.96

白色漆橡木贴面

TOMMARYD 托玛瑞德

130×70×75cm

103.662.87

白色

￥699

白色

蓝色油毡面

尺寸

003.662.83

BEKANT 贝肯特 左侧转角式桌面 160×110cm可搭配BEKANT 贝
肯特 转角桌面底架使用。

￥799

￥000

303.535.09

白色橡木贴面
油毡蓝色

￥3399

￥849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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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

504.700.41

￥3100

黑色

904.700.39

￥3100

所有部件和价格

所有部件和价格

THYGE 泰吉

TOMMARYD 托玛瑞德

TROTTEN 特罗滕
THYGE 泰吉 桌面 160×80cm可搭配160cm的THYGE 泰吉 桌
架使用。
白色

603.543.00

￥199

702.937.78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面 130×70cm可搭配130cm的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面底架使用。

米色

浅灰色

白色

￥400

白色
米色

IDÅSEN 伊朵森

黑色

303.821.92

004.038.79

904.748.67

304.747.90

704.748.68

黑色。

404.038.82

￥399

深灰色

404.119.81

304.121.70

深灰色

803.609.89

903.980.91

￥499
￥499

￥799

￥3600

深灰色，高105cm

704.838.20

￥900

604.737.46

￥499

￥599

白色，高75cm

804.868.23

￥599

504.747.94
904.748.72

￥300

￥300
￥300

深灰色
灰色

204.827.81

604.827.84

灰色

004.827.63

904.643.02

￥1700

蓝色

404.827.99

￥499

灰色

104.827.72

￥499

深灰色

白色

￥249
￥249

104.747.86

￥699

704.827.69

￥499

蓝色

004.828.00

￥599

灰色

804.827.78

￥599

深灰色

802.039.56

￥149

404.827.75

202.039.59

￥79

KOPPLA 科普拉 插座 30×6cm，线长300cm此加长电线配有
电源插头和USB插座，你可以一边给手机充电，一边在电脑上
工作。
四通插座，带2个USB插口

503.050.51

￥39.9

GRINDEBO 格林德布 工作灯带无线充电可轻松为手机无线充
电；
如果你的手机支持无线充电，只需将手机放在充电板上即可。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160×48cm
￥599

白色

005.001.54

￥299

EILIF 艾丽福 落地式隔板 80×150cm
蓝色

604.828.02

￥649

灰色

304.827.90

￥649

深灰色

904.827.87

￥649

FIXA 费克沙 孔锯5件套帮助你快速轻松地为水龙头、线缆和无
线充电器打孔。适合用于木质材料，如实木、刨花板和框架板。
可配合使用FIXA 费克沙 锤钻14.4V或FIXA 费克沙 螺丝刀/电钻
14.4V。含：3把开孔锯（35、64、78mm），1个中心孔钻，
1个六角扳手。

EILIF 艾丽福 底座支撑 40×30cm
黑色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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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851.02

￥399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140×48cm

￥299

804.747.83

KVISSLE 克维索 文件盒，2件配有把手，容易提起和拿取。

￥399

深灰色

白色

￥299

304.827.66

704.643.03

￥199

KVISSLE 克维索 信盘底端的软木垫可将纸张固定在位。隔层
可拉出，能轻松取出纸张。还可直立放置，便于竖直存放纸张。

￥299

灰色

￥1000

￥199

ELLOVEN 爱洛文 白板/留言板带脚轮 70×180cm独立式、可移动
的双面白板，用于书写和固定图片和笔记。可有力支持与同事的
线上会议和现场客户演示。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80×48cm

炭黑色

￥1000

104.926.91

办公桌配件

￥399

805.103.90

炭黑色

白色

604.827.98

205.073.43

白色

￥699

蓝色

RODULF 鲁道夫 坐/站两用式桌面底架 140×80可搭配RODULF
鲁道夫 桌面使用。你可以电动升降桌面，将高度设置在65125cm之间，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站姿。

￥900

304.298.92

￥599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120×48cm

白色

￥500

304.298.11

604.747.84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这款产品能将显示器固定在
适当的高度，帮助缓解脖子和肩膀的压力。遵循人体工学设计，
使用简单，功能实用。

￥300

RODULF 鲁道夫 桌面 140×80cm可搭配RODULF 鲁道夫 桌架
使用。

￥900

304.737.43

米色，高105cm

￥499

RODULF 鲁道夫

￥900

米色，高75cm

704.298.09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桌面底架 120×70或160×80cm可
搭配TROTTEN 特罗滕 桌面使用。旋转手柄即可在70-120cm之间
调节桌子高度，以便获得最佳坐姿和站姿。
白色

￥3600

￥500

炭黑色，高75cm

￥699

304.748.70

炭黑色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面底架 130cm

￥399

204.868.21

904.747.92

白色

￥700

白色，高105cm

炭黑色

￥799

104.838.23

￥700

504.737.75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76x33cm一面是钉板，另一面是白
板，可以贴上或写下需要记住的事情。可安装在TROTTEN 特罗
滕 办公桌或储物柜上，作为工作台面或房间隔板，保留一定的
隐私空间。

￥700

￥699

白色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底架 140cm
深灰色，高75cm

404.838.26

604.160.20

904.298.89

炭黑色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底架 120和160cm可搭配120和160cm的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使用。桌面底座的可调节高度范围在6276cm之间，方便你将桌面固定在合适的高度。
米色

￥399

TROTTEN 特罗滕 桌面底架 120×70×75cm

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桌面底架 120和160cm可搭配120
和160cm的IDÅSEN 伊朵森 桌面使用。你可以电动升降桌面，
将高度设置在63-127cm之间，保持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舒适坐姿。
米色

白色

浅灰色，高105cm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 160×80cm可搭配适用于160cm桌面的
IDÅSEN 伊朵森 桌架使用。
203.609.92

￥700

白色橡木/贴面

￥399

TROTTEN 特罗滕 桌面底架 140/160×80cm

棕色

604.160.15

炭黑色，高105cm

504.748.69

黑色

004.737.54

炭黑色

米色

104.747.91

白色

304.838.17

￥299

浅灰色，高75cm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 140×70cm可搭配适用于140cm桌面的
IDÅSEN 伊朵森 桌架使用。
棕色

￥299

TROTTEN 特罗滕 桌面 160×80cm可搭配TROTTEN 特罗滕
桌架使用。
白色

IDÅSEN 伊朵森 桌面 120×70cm可搭配适用于120cm桌面的
IDÅSEN 伊朵森 桌架使用。
棕色

504.747.89

TROTTEN 特罗滕 桌面 140×80cm可搭配TROTTEN 特罗滕
桌架使用。

THYGE 泰吉 桌架 160×80可搭配160cm的THYGE 泰吉 桌面使用。
银色

TROTTEN 特罗滕 桌面 120×70cm可搭配TROTTEN 特罗滕
桌架使用。

404.828.03
704.828.06

003.023.33

￥15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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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储存

组合方式
TROTTEN 特罗滕

TROTTEN 特罗滕

GALANT 佳兰特

IDÅSEN 伊朵森

HÄLLAN 海朗

BEKANT 贝肯特

BEKANT 贝肯特

HÄLLAN 海朗

办公和家居产品
你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风格选择TROTTEN 特罗滕、GALANT 佳兰
特、BEKANT 贝肯特、IDÅSEN 伊朵森 和HÄLLAN 海朗 等储物产
品。这些产品专为办公室而设计开发，其巧妙功能和出色质量能满足
各种办公要求。我们的储物产品大小高低各不相同，任你挑选。你可
以选择带抽屉的储物柜，也可以组合购买文件柜和抽屉柜。储物系列
的产品还可用作房间隔板，打造一个安静的工作角。

经过严格测试，可满足办公要求，经久耐用
我们的储物单元均经过测试，符合我们对安全性、耐用性和稳定性的
标准（EN14073、 EN14074、ANSI/BIFMAx5.9和ISO-7170），适合
办公室使用。

办公室储物产品
办公室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从活页夹、纸张到打印机和电脑，此
外还有各种电线。我们储物系列的产品可以满足办公室中最重要、最
常见的存储需求。GALANT 佳兰特 储物单元带有内置的电缆收纳装
置和通风结构，避免电子设备过热而产生风险。HÄLLAN 海朗 储物
柜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单买或组合购买，自由搭配。从手提包、笔
记本充电器、钱包到重要文件等物品都可存放。

设计师
BEKANT 贝肯特 和GALANT 佳兰特 储物系列：Karl Malmvall和Eva
Lilja Löwenhielm
HÄLLAN 海朗 和IDÅSEN 伊朵森：Jon Karlsson
TROTTEN 特罗滕：Francis Cayouette。

以上系列均经过多次严格测试。测试表明，这些储物产品表面耐磨
损，即便经过长期使用，抽屉和滑门也推拉顺滑。

IDÅSEN 伊朵森

保养说明
用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干净。

TROTTEN 特罗滕 系列包括两侧均可使用的双面柜等创意产品。为
TROTTEN 特罗滕 柜子（高度为180cm）搭配TROTTEN 特罗滕 留言
板，可放在办公区作为钉板写字用。TROTTEN 特罗滕 柜子稳固结
实，重量轻、易移动，便于轻松打造工作、会议和协作专用的区域。
大多数BEKANT 贝肯特 和IDÅSEN 伊朵森 储物柜都配有轮子，可以
移动至不同办公区域。BEKANT 贝肯特 和IDÅSEN 伊朵森 储物柜可
与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搭配使用，确保贵重物品的安全。

GALANT 佳兰特

Xxxxx系列享有10年品质保证。阅读质保手册了解更多。
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无需钥匙，即可锁定储物柜。
可使用所含主卡和/或支持NFC/RFID的卡/智能手机开锁
或上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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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TEN 特罗滕 组合

GALANT 佳兰特 锁 - 产品特色

1

总体尺寸：宽×深×高。

3

2

4

TROTTEN 特罗滕 双面柜有180cm和110cm两种高度，带开放式和封
闭式储物，两侧均可使用。可以将柜子用作房间隔板，也可以在柜子
上安装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轻松打造一个工作间。
总体尺寸：180×250×55cm。

TROTTEN 特罗滕 双面柜带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两侧均可使用。
可以将柜子用作房间隔板，或安装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轻松
打造一个工作间。
总体尺寸：80×55×180cm。

此组合为
白色￥3297 (994.418.39)
炭黑色 ￥3297 (294.420.74)

此组合为
白色 ￥1498 (994.296.44)
炭黑色 ￥1498 (294.296.47)

TROTTEN 特罗滕 双面柜带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两侧均可使用。
可以将柜子用作房间隔板，或安装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轻松
打造一个工作间。
总体尺寸：180×240×55cm。

TROTTEN 特罗滕 双面柜带封闭式储物和推拉门，两侧均可使用。可
以将柜子用作房间隔板。
总体尺寸：160×110×55cm。
此组合为
白色 ￥1998 (394.296.61)
炭黑色 ￥1998 (994.296.58)

此组合为
白色 ￥3897 (394.420.83)
炭黑色 ￥3897 (594.4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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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NT 佳兰特 组合

BEKANT 贝肯特 组合

总体尺寸：宽×深×高。

总体尺寸：宽×深×高。

一个单元即可提供充足的储物空间，即便储物需求变大，也可与其
他产品组合使用。垂直安装组合加高件可充分利用墙壁空间，节省
地面空间。
总体尺寸：80×45×160cm。
此组合，采用白色橡木贴面 ￥3799 (392.851.63)

结合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储物空间；可以根据自身需要，
隐藏或展示物品。
总体尺寸：160×45×200cm。
此组合，采用白色橡木贴面 ￥4499 (292.853.09)

16

实现储物空间最大化。2个抽屉柜，各带4个抽屉和2个组合加高件，
既能存放重要文件，又拥有开放式储物空间。
总体尺寸：160×45×160cm。

带脚轮，便于移至需要的地方使用。
宽大的工作台面，使其可用作接待处。
总体尺寸：61×45×101cm。

此组合，
黑色白蜡木贴面 ￥7598 (892.850.71)

此组合，丝网状白色 ￥1599 (892.825.48)

这是一套带有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的产品。
总体尺寸：320×45×120cm。

可配备支腿和智能锁。柜子配有电线孔，可用作演示台。
总体尺寸：41×45×101cm。

此白色组合 ￥5596 (092.857.82)

此组合，丝网状白色 ￥1599 (992.868.76)

该尺寸适合置于桌底储物。可承受人体重量，用作临时座位。
总体尺寸：41×45×61cm。
此组合，丝网状黑色 ￥1099 (392.824.09)

带脚轮，便于移至需要的地方使用。可与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搭
配使用，安全保管个人物品。可用作临时座位，方便访客就坐。
总体尺寸：41×45×61cm。
此组合，丝网状黑色 ￥1399 (092.8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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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ÅSEN 伊朵森 组合

IDÅSEN 伊朵森 组合

总体尺寸：宽×深×高。

总体尺寸：宽×深×高。

带脚轮，便于移至需要的地方使用。可与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搭
配使用，安全存放个人物品。该组合仅含1个智能锁。ROTHULT 罗
胡特 智能锁可单独购买。
总体尺寸：42×47×61cm。

带有多个抽屉的高柜设计，利用最小的地板面积，实现充足存储空
间。可与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搭配使用，安全存放个人物品。该
组合仅含1个智能锁。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可单独购买。
总体尺寸：42×47×172cm。

此组合，米色 ￥999 (392.872.56)
深灰色 ￥999 (792.872.78)
金棕色 ￥999 (692.872.93)

此组合为
米色 ￥1699 (692.872.31)

如果和家人或同事共用储物柜，可使用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在
抽屉中安全保管个人物品。带门的储物柜可用来存放常用文件或物
品。该组合仅含1个智能锁。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可单独购买。
总体尺寸：80×47×119cm。

使用玻璃柜门，不仅储物柜中的物品一览无遗，还能防尘。便于向外
来访客展示令你自豪的物件。这些产品适合办公室和居家使用。
总体尺寸：240×45×280cm。

搁架结实稳固，搁板上空间宽敞。顶层边缘较高，可防止物品掉落。
可以将磁片附在金属表面上，用作插针板。
搁板可调节，可根据需要调节空间大小。
可用作房间隔断，背部有相同的贴面，各个角度都外观精美。
总体尺寸：120×45×140cm。
此组合为
米色 ￥1499 (904.737.83)
深灰色 ￥1499 (204.963.92)

此组合为
米色 ￥4998 (2×603.609.52)
深灰色 ￥4998 (2×604.963.85)

此组合，
米色 ￥1899 (892.8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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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LLAN 海朗 组合

HÄLLAN 海朗 组合

总体尺寸：宽×深×高。

总体尺寸：宽×深×高。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适用于小型家居和办公场所的经典组
合。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挂锁。
总体尺寸：45×47×142cm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助你打造整洁有序的办公或家居空间。
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挂锁。
总体尺寸：90×47×167cm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该组合可存放个人物品或文件夹和重要
文件，适合办公室和居家使用。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
挂锁。
总体尺寸：90×47×167cm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将所有物品储存在一处。可使用普通挂
锁，确保包包、钱包、钥匙和文件的安全性。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
总体尺寸：90×47×167cm

此白色组合 ￥799 (392.494.10)

此白色组合 ￥1898 (792.495.21)

此白色组合 ￥1798 (992.494.07)

此白色组合 ￥1998 (292.494.01)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适用于小型家居和办公场所的经典组
合。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挂锁。
总体尺寸：45×47×117cm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适用于小型家居和办公场所的经典组
合。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挂锁。
总体尺寸：45×47×167cm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垂直设计充分利用空间，适合在较小的
场地使用。可任意添加新储物柜。可使用普通挂锁。
总体尺寸：45×47×167cm

此白色组合 ￥699 (592.493.29)

此白色组合 ￥899 (692.494.04)

此白色组合 ￥999 (292.4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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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物柜 - 所有组件和价格

储物柜 - 所有组件和价格

TROTTEN 特罗滕

GALANT 佳兰特

TROTTEN 特罗滕 三斗抽屉柜，带脚轮，40×56cm，深47cm。
白色

炭黑色

604.850.99
204.850.96

GALANT 佳兰特 搁板柜 80×120cm，深45cm。每块搁板最大承
重30kg。可搭配80×80cm的GALANT 佳兰特 组合加高件。

￥499
￥499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柜，70×110cm，深35cm
白色

炭黑色

904.747.73

004.748.57

￥599

炭黑色

404.747.75

404.748.60

炭黑色

404.747.99

604.748.59

￥999

203.651.93

￥799

黑色白蜡木贴面

603.651.91

￥999

白色橡木贴面
白色

￥999

黑色白蜡木贴面

￥999

703.644.26

403.590.68
303.644.28

￥1299
￥1299

204.748.61

￥2999

BEKANT 贝肯特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白色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顶层抽屉可锁，34×56cm，
深53cm。
白色

炭黑色

004.747.82

004.748.62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炭黑色

304.747.85

604.748.64

103.651.60

￥2499

￥2999

103.651.36

003.651.32

￥2999
￥3499

￥199
￥199

GALANT 佳兰特 储物柜，80×120cm，深45cm。每块搁板
最大承重30kg。推拉门配有减震器，可以安静轻柔地关闭。
可80×80cm的GALANT 佳兰特 组合加高件组合使用。
白色漆橡木贴面

￥299

白色

￥299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703.651.38

903.651.42

303.651.40

￥2499
￥1999

￥2499

303.637.30

003.636.23

903.636.33

网状/黑色

￥300

白色

炭黑色

904.747.87

￥400

304.748.65

603.629.89
903.630.01

深灰色

304.963.82

￥1999

704.963.99
203.979.43

￥1999
￥1699

米色

103.207.32

￥1499

深灰色

804.963.89

￥1799

深灰色

904.964.02

103.609.78

￥1799

￥1499

403.629.90

303.630.04

米色

深灰色

￥1249

￥1349

￥1549

003.724.58
603.724.55

￥150
￥150

BEKANT 贝肯特 支腿，4件，直径3cm。
203.724.62

503.724.65

￥50
￥50

BEKANT 贝肯特 搁架单元，121×134cm，深45cm。
203.735.03

903.734.96

603.609.52

604.963.85

￥2499
￥2499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120×140cm，深45cm。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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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

蓝色

￥1049

￥1449

黑色  

503.207.30

￥849

603.630.07

白色

米色

米色

203.629.91

黑色

￥799

IDÅSEN 伊朵森
储物柜带玻璃门，120×140cm，深45cm。必须固定至墙面。

网状/黑色  

白色

￥799

深绿色

￥99

网状/白色

黑色

303.980.89

103.609.83

IDÅSEN 伊朵森 高柜带柜门和抽屉，45×172cm，深47cm。
必须固定至墙面。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61×101cm，深45cm。需搭配
BEKANT 贝肯特 脚轮或支腿。柜面宽敞，可作为接待处使用。

白色
￥599

金褐色

蓝色

BEKANT 贝肯特 脚轮，4件，直径8cm。
TROTTEN 特罗滕 推车，长40×宽40cm，高75cm。
最大承重45kg。

￥799

深绿色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41×101cm，深45cm。需搭配
BEKANT 贝肯特 脚轮或支腿。搁板和抽屉后的空间可以收纳管理
电线，因此可用于演示或短会。
网状/黑色

303.207.31

IDÅSEN 伊朵森
储物柜附柜门和抽屉，80×119cm，深47cm。必须固定至墙面。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41×61cm，深45cm。需搭配
BEKANT 贝肯特 脚轮或支腿。可用作临时座位。
网状/白色

米色

深灰色

HÄLLAN 海朗 支腿，45×28cm，深2cm。

网状/白色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单元含脚轮，35×47cm，深35cm。
白色

703.651.62

GALANT 佳兰特 推拉门柜子，160×120cm，深45cm。每块
搁板最大承重30kg。可搭配160×80cm的GALANT 佳兰特 组合
加高件。

￥799

白色

白色

503.651.58

￥1299

HÄLLAN 海朗 储物柜，45×75cm，深47cm。可以随意组合柜
子，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一个办公或家居储物方案。可以购买不
同尺寸的柜子，存放钥匙、手提包等不同大小的物品。需搭配
HÄLLAN 海朗 支腿。

￥1000

白色

￥799

白色

203.644.19

￥800

403.651.54

IDÅSEN 伊朵森 抽屉柜带脚轮，42×61cm，深47cm。
柜子带脚轮，便于移至需要的地方使用。

￥999

HÄLLAN 海朗 储物柜，45×50cm，深47cm。可以随意组合柜
子，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一个办公或家居储物方案。可以购买不
同尺寸的柜子，存放钥匙、手提包等不同大小的物品。需搭配
HÄLLAN 海朗 支腿。

黑色白蜡木贴面

003.590.65

903.651.56

HÄLLAN 海朗

￥1000

白色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80×75cm，深55cm。
炭黑色

￥800

黑色漆白蜡木贴面

603.644.22

白色漆橡木贴面

004.747.77

￥500

白色

白色橡木贴面

GALANT 佳兰特 抽屉柜，80×80cm，深45cm。
可搭配80×80cm的GALANT 佳兰特 组合加高件。

白色

￥800

GALANT 佳兰特 组合加高件，160×80cm，深40cm。每块搁板
最大承重30kg。仅可与GALANT 佳兰特 推拉门柜子组合使用。
建议使用随附的安全带，把这款家具固定在墙面上。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80×180cm，深55cm。
白色

003.651.89

白色

GALANT 佳兰特 组合加高件，80×80cm，深40cm。每块搁板
最大承重30kg。仅可与GALANT 佳兰特 系列80×80cm的抽屉
柜、80×80cm的储物搁架、80×120cm的储物搁架和卷帘门柜组
合使用。建议使用随附的安全带，把这款家具固定在墙面上。

￥599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80×110cm，深55cm。
白色

白色橡木贴面

IDÅSEN 伊朵森

GALANT 佳兰特 抽屉柜带脚轮，45×55cm，深60cm。
抽屉配有减震器，可以安静轻柔地关闭。
白色漆橡木贴面
003.651.51
￥1299

￥1999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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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737.83

204.963.92

￥1499
￥1499

储物柜配件
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1件。为IDÅSEN 伊朵森 或BEKANT
贝肯特 储物柜安装智能锁，确保个人物品的安全。含2张主卡。
白色

604.296.16

SUMMERA 萨莫拉 文件夹，16件。适用于A4纸。
有图案

￥200

802.039.56

￥99

SUMMERA 萨莫拉 抽屉插入件带6格，44×37cm，高3cm。
抽屉内插件有助于规整大抽屉中的小物件。

KVISSLE 克维索 信盘底端的软木垫可将纸张固定在位。隔层可
拉出，能轻松取出纸张。还可直立放置，便于竖直存放纸张。
白色

002.522.67

炭黑色

002.224.59

￥49

￥149

KVISSLE 克维索 办公桌收纳件18×36×14cm。这款办公桌收纳件
能够收纳和存放所有容易丢失的小物件。采用经典的白色软木设
计，适合办公室和居家使用。
软木/白色

KVISSLE 克维索 文件盒，2件。配有把手，容易提起和拿取。
白色

203.039.59

503.972.15

￥99ww

￥79

KVISSLE 克维索 杂志架KVissle 克维索 杂志架可以挂在墙上，
挂在GALANT 佳兰特 储物单元（推拉门柜子、卷帘门文件柜、
搁架、组合加高件和抽屉柜）的侧面，还可以水平置于GALANT
佳兰特 带脚轮抽屉柜(45×55cm)的顶层抽屉内。不同材质的墙
壁需使用不同类型的固定装置。请选用适合家中墙壁的固定装置
（须另购）。
白色

401.980.18

￥129

24

25

办公椅

产品特色
人的身体需要经常活动，因此，理想的情况是，你在办公室能够不时
在坐姿、站姿、斜靠等姿势之间自由调整。

6
5

4
3

这意味着这些椅子都经过各类严格测试，经久耐用。例如，
我们根据欧洲和美国的两种尺寸要求来测量椅子的尺寸，并
让它承受重负，对各个部分进行了高达30万次的耐用性测
试。我们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确保它坐起来舒适、用起来安
全，并且能够经受办公室环境中的长期频繁使用。

办公家具的绝佳搭配
我们的办公椅质感舒适，种类多样，有转椅、访客椅和会议
椅等，可满足各种办公需求。我们的办公椅风格、颜色和材
质多样，你可以轻松找到适合你办公家具风格的椅子。
转椅的功能也各不相同，有普通款，也有升级款。如何选择
适合自己的椅子呢？首先想一想自己可能在椅子上坐多长时
间，期间要做什么事情。如果你做的是全职工作，那么可能
需要有更多可调节功能的椅子，帮助你调整坐姿。你是否有
其他特殊要求，比如缓解背部压力，或者支撑手臂和肩膀？
你喜欢什么风格？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将帮助你选择适合自
己的办公椅。

阅读质保手册了解更多。

提高工作舒适度
我们的椅子均经过测试，符合我们在安全性、耐用性和稳定
性方面的标准（办公椅标准：EN1335-2和ANSI/BIFMAx5.1；
会议椅标准：EN1022、EN15373和ANSI/BIFMAx5.1）。

1

坐

倾斜

1. 双腿应该能够在桌下灵活自由伸展，且可以左右摆动90°。臀部和
膝盖角度应保持在约95-100°之间，双脚平放在地面。与别人共用
的椅子，可以调节座椅高度，让所有人保持舒服的坐姿，

若办公桌高度可调节，独立支撑椅是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坐站交
替式办公。
• 它让你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都能自由活动，
• 并能激活和增强你身体的核心肌肉群，
• 帮助你保持良好体态，促进血液循环，提高代谢速度。

2. 无论其身高如何。可调节座椅深度和靠背高度的座椅，能为背部
和腿部提供所需的支撑。
3. 带有可倾斜结构的椅子，可以倾斜座椅和/或靠背，便于你调整
坐姿。

站一站

4. 腰部通常是我们最先感到疲劳的部位。带有腰部支撑结构的椅子
可以减轻背部压力。

别忘了时不时站一会。坐站交替式办公有益身体健康，可促进血液循
环，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的部分办公桌可调节高度，是坐、站、靠交
替式办公的理想选择。

5. 扶手可减少手臂和肩膀的压力。无论你身高如何，可调节的扶手
能进一步减轻压力。注意别让扶手妨碍椅子靠近办公桌，或是限
制你的行动。
6. 如果你已经在办公桌前坐了一段时间，向后靠一靠，改变下姿
势，可能感觉会好些。椅子上的头枕，可助你适当放松头部和
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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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部件和价格

产品特色
无论身高如何，使用可调节高度的座椅，都能保
持舒适的坐姿。

椅子倾斜张力可调，能增加或减少阻力，适应你
的动作和体重。

座椅深度可轻松调整，可增加对大腿和背部的
支撑。

座椅和靠背有同步倾斜功能，椅子可以跟随你的
动作前倾或后倾。

办公椅
FLINTAN 福通 转椅座椅宽46×深49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
重量。可调节高度45-58cm。自动调节倾斜张力。可与FLINTAN
福通 椅扶手组合使用。垫套可拆卸、可机洗。橡胶脚轮可以在各
类地板上平稳滚动。设计师：Henrik Preutz。

LÅNGFJÄLL 隆菲尔 转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53×深
41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这款舒适的办公椅略带弧形
设计，缝制细节十分考究，座椅下隐藏着易于使用的装置，
突出了设计美感。

米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白色

黑色

304.890.32
504.922.03

￥399

￥3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黑色

691.775.67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黑色

391.775.78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黑色

靠背高度可调，能为腰部提供支撑，缓解背部
压力。

重量补偿机制作用下，椅子可自动调节倾斜张
力，让你在向后靠时充分舒展身体。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黑色

FLINTAN 福通 椅扶手减轻手臂和肩膀的压力。适用于FLINTAN
福通 转椅。
黑色

米色

604.890.35
104.922.00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白色

￥100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黑色

￥100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白色

MARKUS 马库斯 转椅座椅宽53×深47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
的重量。可调节高度48-57cm。椅子经过测试，适合办公室使
用。橡胶脚轮可以在各类地板上平稳滚动。设计师：Henrik
Preutz。

倾斜式座椅的锁定结构，可增强不同坐姿的稳
定性。

Vissle 威索尔 深灰色

502.611.51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 转椅带高度可调的扶手。座
椅宽52×深46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
45-56cm。网状靠背可在你久坐时保持背部空气流通。可根据
自身需要，调整腰撑和座椅深度。扶手可调节高度，能减轻肩部
和颈部的压力。
804.945.40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

704.945.07

￥1699

Smidig 斯米帝 黑色

404.945.18

691.775.86

092.523.95

￥799

￥799

￥799

￥799

591.776.62

￥9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白色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转椅座椅宽50×深40cm。经测试可
承受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41-52cm。此办公椅略带弧形设
计，符合人体工学。
￥1999

292.523.99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黑色

安全脚轮
704.945.12

992.610.79

￥799

￥9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白色

804.945.02

192.523.85

￥799

691.776.28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中灰色

991.775.75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白色

￥14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

292.523.80

￥799

LÅNGFJÄLL 隆菲尔 高靠背转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53×
深41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这款舒适的办公椅略带弧
形设计，缝制细节十分考究，座椅下隐藏着易于使用的装置，
突出了设计美感。

￥9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白色

Glose 格洛斯 黑色

992.523.67

892.524.81
092.525.12
191.776.40

192.525.16

392.611.00

792.525.42
691.777.51

392.525.20

LÅNGFJÄLL 隆菲尔 椅扶手减轻手臂和肩膀
的压力。适用于LÅNGFJÄLL 隆菲尔 转椅。

￥1699

黑色

白色

￥2299

303.205.66
503.205.70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100

￥100

ALEFJÄLL 阿勒夫耶 转椅座椅宽51×深42cm。经测试可承受
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45-56cm。传统外观的人体工学办
公椅。

白色

黑色

103.41348

804.294.27

￥200

￥200

当你离开椅子时，椅子应留在原地，而不是自行滚开。所以我们在椅
子上安装了安全脚轮。脚轮带有压力感应制动装置，当你坐在椅子上
时，脚轮可以自由转动；当你站起来时，脚轮会制动。
请注意，尽管脚轮制动后椅子不会自行滑动，但如果有人推动，它们
仍可在地板上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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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se 格洛斯 黑色   

503.674.59

￥1999

Grann 哥兰 金褐色

204.199.83

￥1999

Grann 哥兰 米色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椅扶手减轻手臂和肩膀的压力。
适用于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转椅。

29

603.202.25

￥1999

服务

所有部件和价格

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坐/站两用式椅凳经测试可承受
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66-80cm。座椅带有倾斜机制，
便于保持舒适坐姿。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
重量。可调节高度59-81cm。座椅带有倾斜机制，便于保持舒
适坐姿。

Grann 哥兰 米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   

Glose 格洛斯 黑色  

803.882.57

803.882.62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699

￥699

904.457.85
804.457.81

￥549

我们提供从组装到送货上门等一系列服务。当然，亲自动手是省钱的
好办法。但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贴心服务，这样你就能轻松坐着，由
我们为你打点好一切。

￥549

送货服务
无论是在线购买或是光临宜家商场购买，你
都可以选择宜家的送货服务。在宜家商场配
送区域，我们可提供即日/次日配送。而且
我们不仅是送货上门，而是直接送到你指
定的房间。

组装服务
我们将按照产品的组装说明，上门为你组
装宜家家具。组装服务包括免费的1年工艺
保证，以及以环保方式处置所有包装。

会议椅
STOLJAN 斯多延 会议椅 -聚氨酯棉/聚酯座椅。座椅宽44×深44×
高46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这款椅子可以堆叠放置，
不用时可节省空间。最多可堆叠7张椅子。
黑色

白色

699.074.67
199.074.36

LÅNGFJÄLL 隆菲尔 高靠背转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53×
深41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这款舒适的办公椅略带弧
形设计，缝制细节十分考究，座椅下隐藏着易于使用的装置，突
出了设计美感。

￥199

￥1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白色

691.775.67

992.523.67
391.775.78

292.523.80
991.775.75

192.523.85
992.610.79

292.523.99
691.775.86

092.523.95

Naggen 纳根 深灰色

804.725.62

604.725.63

￥9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黑色

591.776.62

￥9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蓝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黑色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褐粉色/白色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黑色

￥799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白色

￥799

892.524.81
092.525.12
191.776.40

192.525.16

392.611.00

792.525.42
691.777.51

392.525.20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799

￥799

￥799

￥799

FJÄLLBERGET 菲亚伯 会议椅座椅宽42×深40cm。经测试可承
受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43-56cm。曲木靠背和扶手采用弧
形设计，舒适又时尚。

￥799

￥799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会议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
54×深45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此会议椅略带弧形设
计，坐感舒适。垫套可拆卸、机洗，便于保持清洁，尺寸合适，
仿佛固定式垫套般紧密贴合。
Naggen 纳根 米色。

691.776.28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白色

LÅNGFJÄLL 隆菲尔 转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53×深
41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这款舒适的办公椅略带弧形
设计，缝制细节十分考究，座椅下隐藏着易于使用的装置，
突出了设计美感。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黑色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黑色

￥999

FJÄ菲亚伯会议椅黑白蜡木贴面/GUN
刚纳瑞德 深灰
804.877.66

￥1299

菲亚伯 会议椅 白橡木贴面/刚纳瑞德
米黄

￥1299

604.062.76

FJÄLLBERGET 菲亚伯 会议椅，五星脚，带脚轮。座椅宽42×深
40cm。经测试可承受110kg的重量。可调节高度43-56cm。曲木
靠背和扶手采用弧形设计，舒适又时尚。

￥999

30

FJÄ菲亚伯会议椅+脚轮黑白蜡木贴面/
GUN刚纳瑞德深灰
603.964.18

￥1499

FJÄ菲亚伯会议椅+脚轮白橡木贴面/
GUN刚纳瑞德米黄AP

￥1499

004.877.65

31

没关系，你可以改变主意
你在购买之日起365天内可申请退货。请
妥善保管你的购物收据，以便顺利申请退
货。改变主意了也没关系。只需在购买之
日起365天内，携带未使用过的货品、原始
包装和购物凭据，即可申请全额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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