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有想法，这套桌椅和储物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帮助你开启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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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开始副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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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

TROTTEN 特罗滕/FLINTAN 福通

￥

访问宜家官网 IKEA.cn 了解宜家商场的营业时间及详细地址。

本手册上的产品价格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日。不同产品配置日期可能不同，请访问 IKEA.cn 获取更多
信息。宜家保留不时调整部分产品价格的权利，实际价格以宜家商场及宜家网上商城销售价格为准。

无论何种商业场所，
宜家都能为你布置

无论你是布置办公室、商店还是餐厅，我们都能为你提供所需的灵感
和想法，将你的空间改造成一个繁荣兴盛的商业场所。如果你是远程
办公，宜家可以为你提供一个让你保持专注高效的工作场所，同时保
持身体的健康。
所有办公家具和配件均可在宜家一站式采购，我们还提供专业设计团
队，无论是创业还是改造当前的商业场所，我们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让我们一起享受创业的乐趣。

让我们的室内设计师
为你提供灵感
你可以预约与我们的室内设计专家进行会面，从颜
色和材料到布局和3D图纸，我们的专家可以全方
位为你提供帮助。
无论你的项目大小与否，都可以放心与我们沟通。

宜家室内设计服务帮助你和你的企业
繁荣发展。

在IKEA.cn阅读更多关于宜家室内
设计服务的详情

你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什么？

无论我们可以在哪方面为你提供
帮助，我们都已准备就绪，只等
你的到来！与我们的专业设计人
员讨论想法，使用在线设计工具
或咨询宜家商场的宜家对公业务
团队。

返回办公室工作

人体工学设计

找到适合各种空间的办公家具

一些小贴士助你打造有趣又健康的
工作场所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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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方式

在家办公

联系和协作

升级办公空间，让你的工作日更加
舒适有效率

14

18

住宅建设

购物和展示

休闲享受美食

了解如何装修出租物业

营造氛围和和谐的外观

如何为空间注入活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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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产品概览

精品旅馆和民宿

办公桌和餐桌、椅子、储物件及
办公用品

28

24
服务、品质保证与会员
俱乐部
我们与你一起，创造属于你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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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启发？
欢迎前往IKEA.cn了解更多商业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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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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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m2

将独立办公桌、储物柜和办公用品配置齐全，即使是再小的
业务，也能让人瞬间感觉充满动力。坐/站两用设计、多功能
储物柜、留言板等家具能带来灵活的工作方式，帮助你激发
创造力。

仅为大约尺寸。

4

1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799/件

￥

新
2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

1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799/件
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992.523.67
2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60×深80，高75cm 494.342.71
3 NÄVLINGE 纳林格 LED工作灯 ￥99
塑料和钢。
黑色。
高52cm 404.176.19
4 新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199/件
100%聚酯纤维。
白色。
长76×宽33cm 604.747.84
5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399/件
100%聚酯纤维。
黑色。
座椅宽46×深49，高45–58cm 304.890.32
6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单元含脚轮 ￥299
涂粉末漆钢和竹。
白色。
宽35×深35，高47cm 304.747.85
7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件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34×深53，高56cm 004.747.82
8 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
留言板 ￥699/件
100%聚酯纤维。
白色。
宽70×高180cm 104.747.86

5

6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单元含脚轮

299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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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件

￥

办公室 5

5

到办公室工作的三大理由
无论你是单独办公、一群人独立工作还是在团队中相互协作，我们都
可以帮助你设计你的办公空间——这里有三种模块化方式，帮助你使
用TROTTEN 特罗滕 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毕竟我们现在渴望的就是气
氛满满的办公室洋溢着的集体能量和活力。

尽情发挥创意吧！宜家在线规
划工具方便易用，能帮助你打
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办公空间。
前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6

4

完整价格

2

2 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 494.295.61 ￥799
2	ELLOVEN 爱洛文 白板/留言板，
带脚轮 104.747.86 ￥699
2 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 894.296.06 ￥799
12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柜带推拉门
404.747.99 ￥1299

在团队中相互协作。办公桌表面提供
了许多空间来展开创造性的项目——
同事们可以一起协作。

20182

￥

储物空间两边都可使用，激发了协作和灵活
性，也可以用作通透的房间隔板。
3

4

1

7

完整价格
完整价格

3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2
004.747.77 ￥799
2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404.747.99 ￥1299
3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404.747.75 ￥999
4 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 594.295.61 ￥799

一群人独立工作。灵活的家具组合有助于
保持注意力，协助员工快速交谈和进行远
程会议。   

11188

￥

1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799/件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75cm 004.747.77
2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299/件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80cm 404.747.99

6 办公室

3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9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10cm 404.747.75
4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蜜胺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160×深80，高75cm 594.295.61

5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
100%聚酯纤维。
白色。
宽70×高180cm 104.747.86
6 新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件
蜜胺贴膜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长80×宽80，高102cm 894.296.06

4
8
4
4

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 494.295.61 ￥799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404.747.99 ￥1299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604.747.84 ￥199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004.747.82 ￥199

15180

4

单独办公。一个理想的小型工作站可以激发创意，
适合独自工作和进行远程会议。

￥

7 新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199
100%聚酯纤维。
白色。
长76×宽33cm 604.747.84

2

8

8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34×深53，高56cm 004.747.82

办公室 7

新
9

保持势头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499/件

￥

就像在办公室里创建小办公室。用作进行临时任务的地点，还可以为长期项
目提供巧妙的储物空间。模块化的TROTTEN 特罗滕 系列让每个人都能保持
身心的灵活和快乐，让你专注于工作，实现更大的追求。

使用创造性的储物单元创建一个站立式会议区域，
两侧均可关闭。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
方案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
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
们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10

1

双面可用的留言板！一面写待办事项，另一
面则用来粘放物品。它也可以用作隔板，在
办公室营造隐私空间。

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

￥

11
灵活独立的背板可双面使用，你可以用它在一侧
打造开放式搁架，另一侧则搭配推拉门。
你是否也有这些烦恼：脖子僵硬，或是腰背疼
痛？显示器支架（带储物）可以帮助你保持身
体健康，同时实现高效工作。

12

2

14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3

5

249

￥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999

1299

￥
4

￥

8

6

8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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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3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 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
留言板 ￥699
100%聚酯纤维。
白色。
宽70×高180cm 104.747.86
2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599
蜜胺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20×深70，高75cm 294.343.90
3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799/件
涂粉末漆钢和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992.523.67
4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单元含脚轮 ￥299
涂粉末漆钢和竹。
白色。
宽35×深35，高47cm 304.747.85
5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9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10cm 404.747.75

6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装置带3个抽屉
和脚轮 ￥4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40×深47，高56cm 604.850.99
7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60×深80，高75cm 494.342.71
8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柜 ￥599/件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70×深35，高110cm 904.747.73
9 新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499/件
蜜胺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60×深80，高72–122cm 094.341.31
10 MARKUS 马库斯 办公椅 ￥999
垫套：100%聚酯纤维。
Vissle 威索尔 深灰色。

工作时多活动！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
带脚轮，需要时可以轻松移动和更换。

座椅宽53×深47，高46-57cm 502.611.51
11 新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
蜜胺贴膜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长80×宽80，高102cm 894.296.06
12 LIDKULLEN 里德库伦 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
座椅直径38，高59–81cm 804.457.81
13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2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80cm 404.747.99
14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249
涂粉末漆钢和竹。
白色。
宽47×深26，高10cm 804.747.83

办公室 9

自己可以更轻松地完成手头的任务，集中的定向
光源让你始终保持专注。

员工就如家人一般

默默付出的植物搁架。不时看向自然或绿色的事物，
可以让人适度放松。

ODDLAUG 奥德劳格
吸音板

199

在小企业中，你的员工不只是员工，他们就像家人一样。对他们一定要多加
关怀。人体工学家具和安静的办公氛围能让人保持健康，同时心情愉悦。只
有当人感觉良好的时候，才能把工作完成得最棒。

￥

1

HEKTAR 赫克塔
工作灯带无线充电

9

399

￥

随时保持舒适的姿势。BEKANT 贝肯特
办公桌采用电子方式轻松调节高度，方
便你切换各种办公姿势。快来试试坐/
站两用办公家具！

8

7

开辟一片思考的空间，将办公室一角变成一片梦幻
绿洲，帮助团队成员保持身心健康。

3
2

4

为一般办公室照明配置多盏吸顶射灯，
让每个人都有一个好心情。

在小房间中使用FÖRNUFTIG 费努福提 空气净化
器，可以过滤异味、灰尘、烟雾、花粉和化学物
质等室内空气污染物。
10 FÖRNUFTIG 费努福提
空气净化器

5

4

LIDKULLEN 里德库伦
椅凳

549

￥
除了高度可调，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转椅还
可以360度全方位旋转和倾
斜，可以帮助你训练核心肌
肉，同时放松脊椎。

BEKANT 贝肯特 储物柜是收纳文件的好
帮手，既是方便的搁架，也可以用作备
用椅子。加一把ROTHULT 罗胡特 无钥
匙智能锁，安全保管私人物品。
6

BEKANT 贝肯特
带锁储物单元

1899

￥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399

￥

1 HEKTAR 赫克塔 工作灯带无线充电 ￥399
涂粉末漆钢和铝。
深灰色。
灯罩宽16cm 灯座直径18cm 003.234.39
2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
带扶手办公椅 ￥1799
格洛斯 黑色。
座椅宽52×深46，高45–56cm 804.945.40
3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3999/件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白蜡木贴面/黑色。
长160×宽80，高65–125cm 892.818.17
4 LIDKULLEN 里德库伦 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座椅直径38cm，高59–81cm 904.457.85

5 SKÅDIS 斯考迪斯 钉板 ￥149/件
涂漆纤维板。
白色。
宽76×高56cm 903.216.19 配件须另购。
6 BEKANT 贝肯特 带锁储物单元 ￥1899
材料。
丝网 黑色。
宽61×深45，高101cm 492.869.73
7 SMARRA 斯马拉 附盖储物盒 ￥99
清漆竹。
自然色。
宽30×深30，高23cm 403.480.65
8 ODDLAUG 奥德劳格 吸音板 ￥199 /15件套。
100%聚酯纤维。
灰色。
直径17cm 804.273.67

9 VALLENTUNA 瓦伦图
2人沙发，不含扶手 ￥3600
沙发套：55%棉、12%粘胶纤维/人造丝、
8%亚麻、25%聚酯纤维。
带储物/Hillared 西拉利德 深灰色。
宽166×深93，高84cm 693.956.93
10 FÖRNUFTIG 费努福提 空气净化器 ￥399
塑料、钢和100%聚酯纤维。
白色。
宽31×深11，高45cm 904.619.59

办公室 11

享受午餐！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下方带
一个巧妙的挂钩，可以用来挂包袋和外套。

9m

开放与隐私兼顾
17m

当每个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工作场所时，处理待办事项会更轻松愉悦。使用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办公桌和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椅子为团队
营造通透又安静的办公空间。再搭配储物空间，提高隐私性，办公更专注
高效。

10

153m2

9

仅为大约尺寸。

1299

￥

8

6

7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BEKANT 贝肯特
搁架单元

1999

￥
所有宜家产品都经过巧妙设计，
便于自己组装，但我们也很乐意
为你提供组装服务，只收取合理
费用。参见第38页，了解我们的
组装服务。

搁架可以用作隔断，帮助你打造专属空间，保持
专注，同时也可以储物和展示你的心爱好物。  

11

12

4

3
2
1

VEDBO 维伯
单人沙发/扶手椅

1299/件

￥

12 办公室

BEKANT 贝肯特
书桌

999/件

￥

在办公椅下垫上透明的KOLON 卡伦
地板保护垫，保护地板免受刮擦、
磨损和污垢。

5

1 VEDBO 维伯 单人沙发/扶手椅 ￥1299/件
固定式垫套：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
宽73×深65，高75cm 004.942.47
2 BEKANT 贝肯特 书桌 ￥999/件
着色清漆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橡木贴面/白色。
长160×深80，高65–85cm 392.826.78
3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含脚轮 ￥999/件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丝网 白色。
宽41×深45，高61cm 592.824.27
4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带扶手办公椅 ￥1699/件
涂粉末漆钢和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0×深40，高41–52cm 292.521.20
5 KOLON 卡伦 地板保护垫 ￥199/件
PET塑料。
宽120×长100cm 901.762.45
6 TJOG 乔格 附盖储物盒 ￥29.9/件
纸和钢。
深灰色。
长36×宽25，高15cm 204.776.66
7 BEKANT 贝肯特 搁架单元 ￥1999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121×深45，高134cm 203.735.03
8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599/把
着色清漆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6×深49，高79cm 804.007.54
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长130×宽70，高75cm 793.874.90
10 VEDBO 维伯 高背扶手椅 ￥1799/件
固定式垫套：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
宽80×深85，高108cm 104.942.61
11 PERSILLADE 佩希拉德 装饰用花盆 ￥24.9
陶器。
深灰色。
花盆最大直径12cm 604.509.95
12 LÅNGFJÄLL 隆菲尔 会议椅 ￥699/件
涂粉末漆钢和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292.522.95

办公室 13

为远程会议准备一个安静的房间。用吸音材料、
良好的照明和人体工学座位打造一个人见人爱
的办公角。

设置一个站立区域，让会议更高效。多活动
身体，感觉也会更好。

舒适的会议角落
大型公开演讲、快速聊天、私人会议、轻松讨论和数字研讨会……让空间
井然有序，培养适合建立联系和协作的企业文化。适合的家具与和谐的
色彩可以激发归属感、舒适感和成就感。   

新
1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

￥

人体工学椅、良好的照明和干净的表面让你
创意迸发，灵感激荡。轻轻松松打造灵活高
效，激发灵感的会议室。

创建一片空间供团队放松和聊天，会让工作
变得更快乐（并取得更好的工作结果）。用
几张舒适的扶手椅、小桌子和植物都能轻松
办到。

7

9

10
8

2
4

3

5

6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1 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件
100%聚酯纤维。
白色。
宽70×高180cm 104.747.86
2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件
涂清漆橡木贴面。
白色橡木贴面/白色。
长130×宽70，高75cm 493.875.09
3 FJÄLLBERGET 菲亚伯 会议椅带脚轮 ￥1499/件
74.5%聚酯纤维、20%改性腈纶、5.5%棉、钢。
白色橡木贴面/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
座椅宽42×深40，高43-56cm 004.877.65
4 LISABO 利萨伯 茶几 ￥699
涂清漆白蜡木贴面和实心桦木。
长70×宽70，高50cm 903.530.64
5 LISABO 利萨伯 边桌 ￥599
涂清漆白蜡木贴面和实心桦木。
长45×宽45，高45cm 603.530.65
6 VEDBO 维伯 单人沙发/扶手椅 ￥1299/件
冷海绵和聚酯填料。

7

8

9

10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宽73×深65，高75cm 704.241.28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涂清漆橡木贴面。
白色橡木贴面/白色。
长130×宽70，高105cm 493.874.96
LIDKULLEN 里德库伦 椅凳 ￥549/件
100%聚酯纤维和钢。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
座椅直径38，高59–81cm 804.457.81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599
蜜胺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20×深70，高75cm 294.343.90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999
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192.525.16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
方案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
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
们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办公室 15

8m

贴合你身高的办公空间

6

LANDSKRONA 兰德克纳
双人沙发

5999

￥
17m

在日常工作中，舒适的家具可以发挥很大的用处，长期来看还可以改善身心
健康。宽敞的储物空间、人体工学座椅、坐/站两用办公桌和舒适宜人的会
议室可以帮助每个人保持专注，同时放松身体。继续了解下一章。

5

136m2

仅为大约尺寸。

3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4

1399/件

￥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
方案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
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
们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8

新
9

7

新

IDÅSEN 伊朵森
橱柜附柜门和抽屉

1999/件

￥
2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999/件

￥
1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会议椅带脚轮

999/件

￥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1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会议椅带脚轮 ￥999/件
100%聚酯纤维和涂粉末漆钢。
Naggen 纳根 米黄色。
座椅宽54×深45，高47–59cm 804.725.62
2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999/件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宽140×深70，高75cm 593.959.00
3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1399/件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宽140×深70，高105cm 093.958.89
4 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椅凳 ￥699/件
全粒面头层牛皮，整块染色。
Grann 哥兰 米黄色。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

1499/件

10

￥

11

座椅直径39，高66–80cm 803.882.62
5 LANDSKRONA 兰德克纳 脚凳 ￥1499/件
头层牛皮和聚氨酯棉/聚酯纤维。
Grann 哥兰/Bomstad 邦斯塔 黑色/原木色。
长77×宽65，高44cm 890.318.14
6 LANDSKRONA 兰德克纳 双人沙发 ￥5999
头层牛皮和聚氨酯棉/聚酯纤维。
Grann 哥兰/Bomstad 邦斯塔 黑色/原木色。
宽164×深89，高78cm 090.317.47
7 新 IDÅSEN 伊朵森 橱柜附柜门和抽屉 ￥1999/件
涂粉末漆钢。
深绿色。
宽80×深47，高119cm 704.963.99
8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399
100%聚酯纤维。
灰色。

宽120×高48cm 304.827.66
9 新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 ￥1499
钢化玻璃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
宽120×深45，高140cm 904.737.83
10 ALEFJÄLL 阿勒夫耶 办公椅 ￥1999
全粒面头层牛皮，整块染色。
Grann 哥兰 米黄色。
座椅宽51×深42，高45–56cm 603.202.25
11 IDÅSEN 伊朵森 书桌 ￥1299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宽120×深70，高59–76cm 192.810.19

办公室 17

在家中布置灵活的TROT TEN
特罗滕 系列，能让你如在专业
办公室一般高效舒适。（而且
外观也很时髦！）  

在家办公的两种方式
如果你的餐椅需要兼做办公椅，那你的座椅可能需要升级，才能适应身体的
需求。宜家为你提供一些家庭办公好帮手，它们让在家办公比坐在沙发上更
舒适、更有效率、也更吸引人。

RODULF 鲁道夫 桌子的高度可以通
过电子方式调节，轻松从坐姿切换
到站姿，一天的办公时光更舒适更
健康。

10

9

8

7

4

新

12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199

￥

新
11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

¥

1
5

2

新
3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

18 办公室

399

6

1 KNODD 克诺德 附盖垃圾桶 ￥69
涂粉末漆钢。
灰色。
直径34，高32cm 16升。203.122.51
2 RODULF 鲁道夫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999
灰色/白色。
长140×宽80，高70-117cm 793.261.71
3 新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399
100%聚酯纤维。
黑色。
座椅宽46×深49，高45–58cm 304.890.32
4 HELMER 海尔默 抽屉柜带脚轮 ￥199
涂粉末漆钢。
黑色。
宽28×深44，高69cm 003.419.71
5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249
涂粉末漆钢和竹。
白色。

在你的办公桌上放上你喜欢的照片和便签，打造
一方能为你鼓舞士气的小空间。让办公也更加快
乐。双面可用。

宽47×深26，高10cm 804.747.83
6 DRINDEBO 格林德布 工作灯带无线充电 ￥299
涂漆钢、铝和聚碳酸酯塑料。
白色。
高67cm 104.486.03
7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799
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992.523.67
8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599/件
蜜胺贴膜和钢。
白色。
宽120×深70，高75cm 094.249.43
9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2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80cm 404.747.99
10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799/件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75cm 004.747.77
11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34×深53，高56cm 004.747.82
12 新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199
100%聚酯纤维。
白色。
长76×宽33cm 604.747.84

尽情发挥创意吧！宜家在线规
划工具方便易用，能帮助你打
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办公空间。
前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办公室 19

获得租客的喜爱
无论你为学生公寓寻找价格实惠的家具，还是需要装修新的出租房——宜家
可以在各个方面助你一臂之力。只需咨询我们的宜家对公业务员工，他们可
以为你推荐既实用又耐久的家具方案，帮助你获得租客的喜爱。

服务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
方案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
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
们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购物应该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我们提供丰富的服务方案，因此，你不仅可
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还可以决定哪些部分由自己动手，哪些部分让我们
为你代劳。

规划及室内设计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方案
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设计专家
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们帮助你把想
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在线规划工具
尽情发挥创意吧！宜家在线规划工具方
便易用，能帮助你打造一个梦寐以求的
办公空间。前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送货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在线下单，无
论订单大小，我们都可以为你送货到指
定地点，为你省心省力。

组装服务
所有宜家产品都经过巧妙设计，便于自
己组装，但我们也很乐意为你提供组装
服务，只收取合理费用。

安装服务
安装时需要一点点 (或一些些) 帮助？我
们提供一系列安装服务，选择你需要的
服务内容，把问题交给我们。

多种付款方式
我们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现金、储蓄
卡、信用卡 (VISA/MASTERCARD) 、
银联、闪付、苹果支付、支付宝、微
信支付和宜家购物卡。

回收服务
为你运送新家具的同时，我们也乐意替
你回收旧家具，循环再生助力环保。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住宅建设 21

在搁架上展示你的美食天堂
用令人垂涎的美食展示来吸引顾客，并不一定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使用
价格亲民的OMAR 奥马尔 开放式搁架，摆满最新鲜的优质食材。让你的
餐饮小店更富有设计感。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在线下单，
无论订单大小，我们都可以为你送货
到指定地点，为你省心省力。

6

RISATORP 瑞沙托
篮

39.9/件

￥

5

1

8
2
7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

399/件

￥

10

可叠放的备用座椅，可以满足更多客人的需要。
座椅和靠背都采用凹形设计，既时尚又舒适。

3

4

OMAR 奥马尔
搁架单元，带3个篮子

299/件

￥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1 SIMRISHAMN 希姆丽哈姆 吊灯，3枝 ￥399
镀铬钢和玻璃。
镀铬/乳白色 玻璃。
直径55，高55cm 604.078.36
2 SVENSÅS 斯万索斯 留言板 ￥79/件
涂粉末漆钢。
黑色。
长60×宽40cm 104.403.67
3 LEIFARNE 雷夫尼 扶手椅 ￥449
强化聚丙烯塑料。
白色/Dietmar 迪特马 镀铬。
宽53×深50，高87cm 491.278.18
4 OMAR 奥马尔 搁架单元，带3个篮子 ￥299/件
镀锌钢。
宽92×深36，高94cm 804.830.80

9

OMAR 奥马尔
两段搁板组合

158

￥

5 OMAR 奥马尔 一段搁板组合 ￥398/件
镀锌钢。
宽92×深36，高181cm 998.729.18
6 RISATORP 瑞沙托 篮 ￥39.9/件
涂粉末漆钢和胶合桦木贴面。
白色。
宽25×长26，高18cm 604.805.44
7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 ￥399/件
强化聚丙烯塑料。
白色/Broringe 布鲁林 镀铬。
宽52×深50，高87cm 091.278.15
8 SVENSÅS 斯万索斯 带字母钉板 ￥79/件
塑料。
深灰色。
宽30×高40cm 404.587.04

9 OMAR 奥马尔 两段搁板组合 ￥158
镀锌钢和塑料。
宽60×深25，高77cm 594.129.47
10 FIESTAD 费也斯塔 画框 ￥7.9
塑料。
白色。
图片 宽10×高15cm 004.783.94

购物和展示 23

8m

13m

000cm
5

1

79

￥

4

新

STORSINT 斯图辛特
杯子

104m2

仅为大约尺寸。

STORSLINGA
杜施林 LED枝形吊灯，8枝

699

￥

休闲享受美食
如何为空间注入活力：亲近的座位安排、巧妙的储物、TOMMARYD
托玛瑞德 餐桌搭配RÖNNINGE 瑞宁 餐椅，再加上一个巧妙的METOD
米多 吧台设计。用一条主线串联起不同的家具搭配。

2

3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599

￥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1 新 STORSLINGA 杜施林
LED枝形吊灯，8枝 ￥699
钢和塑料 。
黑色/白色。
宽70，高29cm 204.884.48
2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宽130×深70，高75cm 693.048.05
3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599
着色清漆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6×深49，高79cm 804.007.54
4 FASCINERA 法辛拉 砧板 ￥24.9
实心相思木。
宽28×深19cm 805.033.61
5 STORSINT 斯图辛特 杯子 ￥79 /6件
透明玻璃。
370毫升。603.962.82
6 STORSINT 斯图辛特 酒杯 ￥79 /6件
透明玻璃。
490毫升。703.962.86
7 HEKTAR 赫克塔 吊灯 ￥249
钢和铝。
深灰色。
直径38cm 602.961.12
8 BODBYN 伯德比 柜门 ￥360
需配拉钮或把手。涂漆表面。
灰色。
宽60×高60cm 102.737.02
9 BERÄKNA 比莱纳 花瓶 ￥14.9
透明玻璃。
高15cm 504.577.75
10 YNGVAR 伊格瓦 吧台凳 ￥799
着色清漆贴面和不锈钢。
煤黑色。
宽53×深51，高99cm 804.173.06
11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宽130×深70，高105cm 093.048.27

6

7

9

8

10
11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

餐厅 25

激活感官

相同的空间，另一番氛围

别忘了还有感官。挑选你喜爱的一种花，
用多个小花瓶盛放，再点上一些蜡烛——
生机乍现。

是时候将餐厅改造一番，吸引更多的客人光顾？保持放松。TOMMARYD
托玛瑞德 餐桌有不同高度可供选择，且带巧妙储物，再搭配一个可爱的
自助餐台，就可以轻松打造一间充满活力的餐厅。

6
1

69

HULTARP 胡尔塔普
盛具

￥

49/件

￥
悬挂储物件可以让餐具、餐巾和
厨房工具触手可及，同时又能腾
出操作台面。

2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

3

7

VILJESTARK 维利斯塔
花瓶

3.9

￥

4

8

5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

999

5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 ￥999
层压板、涂粉末漆钢和铝。
煤黑色。
长70×宽70，高75cm 093.239.20
6 TOPPIG 托普格 大块蜡烛灯 ￥69
涂粉末漆钢。
黑色。
高36cm 703.272.88
7 VILJESTARK 维利斯塔 花瓶 ￥3.9
透明玻璃。
高17cm 803.385.78
8 FULLTALIG 福塔格 蜡烛台，3件套 ￥69
包括：3个烛台（高10、15和20cm）。
涂粉末漆铝。
黑色。

103.421.35
9 BERÄKNA 比莱纳 花瓶 ￥14.9
透明玻璃。
高15cm 504.577.75
10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带花盆 ￥29.9 /3件
塑料。
高12cm 205.197.65
11 FANTASTISK 范塔思 餐巾纸 ￥24.9 /100件
纸制。
白色。
宽40×长40cm 401.742.15
12 CISSAN 西松 餐巾盘 ￥39.9
水风信子。
宽23×长23cm 903.344.38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FULLTALIG 福塔格
蜡烛台，3件套

69

￥

￥

1 HULTARP 胡尔塔普 盛具 ￥49/件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黑色/丝网。
宽14×深16，高12cm 504.628.28
2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长130×宽70，高105cm 093.048.27
3 IKEA 365+ 碗 ￥14.9/件
长石瓷。
弧线型 白色。
直径13cm 302.589.51
4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599/把
着色清漆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6×深49，高79cm 804.007.54

TOPPIG 托普格
大块蜡烛灯

11

10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带花盆
9

29.9

￥

12 CISSAN 西松
餐巾盘

39.9

￥

这款多功能开放式衣柜由天然竹子制成，可以靠墙
放置，也可以作为房间隔断。

精品旅馆
半是旅馆半是酒店，这家民宿给人的感觉远远不止一个栖身之地这么简单。
除了漂亮舒适的睡床，还有一个理想的小空间供你阅读当地的城市指南。
漂亮的开放式衣柜让旅客的物品一览无余，确保他们离店时不会落下行李。
此外客房也非常实用，可以轻松焕新外观，迎接下一位旅客下榻。

5

在线选购。
我们随时欢迎你到店选购，但如果你无暇
前来，也没关系。前往IKEA.cn，随时随地
享受购物乐趣。

6

7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

399

￥
遮光窗帘可以阻隔大部分光线，还可以有效保护
隐私，让旅客安然入眠。

1

多用途设计！BURVIK 伯恩维克
边桌既有趣又便携，适合许多不
同活动，同时又具有现代外观。

9

2

3

BINGSTA 比因斯塔
高背扶手椅

1199

￥

4

MALM 马尔姆
高床架

1499

￥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8

3

1 MERETE 麦瑞特 窗帘，一对 ￥249
100%棉。
白色。
宽145×长250cm 701.722.05
2 NATTJASMIN 纳斯敏 被套和枕套 ￥199
60%棉绸和40%莱赛尔缎。
白色。
被套：宽150×长200cm 枕套长50×宽80cm
203.371.81
3 BINGSTA 比因斯塔 高背扶手椅 ￥1199
垫套：100%聚酯纤维。
Vissle 威索尔 深黄色/Kabusa 卡布萨 深黄色。
宽70×深58，高101cm 804.556.52
4 MALM 马尔姆 高床架 ￥1499
床垫和床上用品须另购。

NORDKISA 诺德希萨
开放式衣柜，带滑门

1499

￥
涂漆表面。
白色/鲁瑞。
宽196×长209，床头板高100cm
床垫尺寸180×200cm 590.094.47
5 SKURUP 斯库鲁 工作/壁灯 ￥179
涂粉末漆钢。
黑色。
高94cm 604.711.39
6 NORDKISA 诺德希萨 梳妆台 ￥599
清漆竹。
宽76×深47，高76cm 004.394.73
7 LEIFARNE 雷夫尼 椅子 ￥399
强化聚丙烯塑料。
深黄色/Broringe 布鲁林 镀铬。
宽52×深50，高87cm 493.042.03

8 NORDKISA 诺德希萨 开放式衣柜，
带滑门 ￥1499
清漆竹。
宽120×深47，高186cm 804.394.69
9 BURVIK 伯恩维克 边桌 ￥149
涂粉末漆钢和胶合桦木贴面。
黑色。
直径38cm 高45cm 含把手高78cm
003.403.87

住宿 29

让旅客清爽开启新一天

为你的早餐间添置一些价格亲民的BROR 巴拉
耐重搁架。

你的小民宿可以提供一间干净整洁的早餐间，营造出现代时尚的氛围。你展
示的物件和打造的社交空间能让旅客感觉宾至如归，在此尽情放松。当然，
提供镇上美味的煎饼可能是一种吸引旅客的有效手段。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
设计方案上需要帮助，都可以
与我们的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
讨创意，让我们帮助你把想法
落实到每个细节。

一顿丰盛的早餐，充分的准备必不可少。不妨
浏览IKEA.cn，找到你的自助餐台需要的所有
储物和展示用具。

11 VARDAGEN 瓦达恩
附盖罐

3

149/件

￥

10

1

4
5
2

IKEA 365+
上菜盘

39.9/件

￥

6

14
12 OSTBIT 奥比特
托盘

13 FANTASTISK 范塔思
餐巾纸

49/件

24.9

￥

9

7

BROR 巴拉
搁架单元

829/件

￥

8

此解决方案包含一系列家用和非家用产品。请确认所购产品可在你的空间内发挥预期用途，并符合有关标准。如需了解该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联系宜家对公业务部。

1 KORKEN 考肯 附盖罐 ￥19.9 /3件
玻璃。
直径7，高7cm 103.251.12
2 IKEA 365+ 上菜盘 ￥39.9/件
长石瓷。白色。
长31×宽17，高4cm 502.783.97
3 SVARTNORA 斯瓦诺拉 吊灯 ￥449/件
不锈钢和涂粉末漆钢。黑色。
直径38，高40cm 104.518.98
4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煤黑色。
长130×宽70，高75cm 693.048.05
5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 ￥999
层压板、涂粉末漆钢和铝。煤黑色。
长70×宽70，高75cm 093.239.20
6 JANINGE 延宁 椅子 ￥349/件

￥

7
8

9
10
11

强化聚丙烯塑料。白色。
宽50×深46，高76cm 802.460.79
BROR 巴拉 搁架单元 ￥829/件
涂粉末/镀锌钢。黑色。
宽85×深40，高190cm 992.961.92
BROR 巴拉 工作台 ￥999
松木胶合板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松木胶合板。
长110×宽55，高88cm 403.332.81
GODIS 格迪斯 杯子 ￥49 /6件
玻璃。
230毫升。401.745.88
VARDAGEN 瓦达恩 杯子 ￥39.9 /6件
耐热玻璃。
310毫升。802.869.18
VARDAGEN 瓦达恩 附盖罐 ￥149/件

玻璃和不锈钢。
5.0升。604.526.40
12 OSTBIT 奥比特 托盘 ￥49/件
清漆竹。
宽25×长33cm 803.767.25
13 FANTASTISK 范塔思 餐巾纸 ￥24.9 /100件
纸制。白色。
宽40×长40cm 401.742.15
14 IKEA 365+ 碗 ￥14.9/件
长石瓷。弧线型 白色。
直径13cm 302.589.51

住宿 31

办公桌和餐桌

新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299

￥
适合办公使用
这些页面上列出的所有产品都经过了商业用途测试。
在产品描述详情页面找到关于产品安全和性能要求的
更多信息。

BEKANT 贝肯特、IDÅSEN 伊朵森、RODULF 鲁道夫、
TOMMARYD 托玛瑞德 和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和
餐桌享受10免费品质保证。

请前往IKEA.cn，查看全部办公桌
和餐桌系列

桌面：

底架：

底架：

底架：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转角办公桌右 ￥4899
蜜胺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160×深110，高65–125cm 892.225.21

32 办公桌和餐桌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3999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橡木贴面/白色。
宽160×深80，高65–125cm 392.820.89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999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长140×宽70，高75cm 593.959.00

桌面：

桌面：

底架：

		
新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
蜜胺贴膜和钢。
米黄色/白色。
长80×深80，高102cm 694.369.76

底架：

底架：

桌面：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599
蜜胺贴膜和钢。
白色。
宽120×深70，高75cm 094.249.43

桌面：

桌面：

底架：

底架：

底架：

底架：

桌面：

桌面：

底架：

桌面：
		
新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299
蜜胺贴膜和钢。
白色。
宽120×深70，高72–122cm 794.295.79

		
新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499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160×深80，高72–122cm 594.296.03

桌面：

底架：

桌面：
底架：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1399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米黄色。
长140×宽70，高105cm 593.995.40

坐/站两用办公桌非常值得投资，因为
它能帮助你经常调整自己的姿势。

桌面：
		
新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米黄色/白色。
宽160×深80，高75cm 494.342.71

桌面：

		 RODULF 鲁道夫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999
涂漆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灰色/白色。
宽140×深80，高70–117cm 793.261.71

		
BEKANT 贝肯特 书桌 ￥999
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黑色。
宽160×深80，高65–85cm 492.825.93

桌面：
底架：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涂清漆橡木贴面。
白色橡木贴面/白色。
长130×宽70，高75cm 493.875.09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长130×深70，高75cm 693.048.05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涂清漆橡木贴面。
白色橡木贴面/煤黑色。
长130×宽70，高105cm 893.875.26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长130×深70，高105cm 093.048.27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 ￥9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直径70，高75cm 592.882.31

		
STENSELE 思丹塞 桌子 ￥999
层压板、涂粉末漆钢和铝。
煤黑色。
长70×宽70，高75cm 093.239.20

		
STENSELE 思丹塞 吧台 ￥11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直径70cm，高105cm 792.882.25

		
STENSELE 思丹塞 吧台 ￥1199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煤黑色。
长70×深70，高104cm 793.239.26

耐用硬木打造的桌子桌面宽敞，带给你更加
舒适的会议体验。

		
IDÅSEN 伊朵森 书桌 ￥1299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宽120×深70，高59–76cm 192.810.19

		
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4399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涂粉末漆钢。
褐色/米黄色。
宽160×深80，高63–127cm 592.809.75

		
KLIMPFJÄLL 克里菲亚 餐桌 ￥2999
涂清漆山毛榉木贴面。
灰褐色。
长240×宽95，高75cm 504.794.71

办公桌和餐桌 33

会议与协作

椅子
MARKUS 马库斯
办公椅

999

￥
适合办公使用
这些页面上列出的所有产品都经过了商业用途测试。
在产品描述详情页面找到关于产品安全和性能要求的
更多信息。

		
LÅNGFJÄLL 隆菲尔 会议椅 ￥699
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黑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391.749.66

		
LÅNGFJÄLL 隆菲尔 办公椅 ￥999
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白色。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192.525.16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会议椅带脚轮 ￥999
100%聚酯纤维和涂粉末漆钢。
Naggen 纳根 米黄色。
座椅宽54×深45，高47–59cm 804.725.62

		
FJÄLLBERGET 菲亚伯
会议椅带脚轮 ￥1499
74.5%聚酯纤维、20%改性腈纶、
5.5%棉、钢。 黑色白蜡木贴面/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座椅宽42×深40，高43-56cm 603.964.18

		
BINGSTA 比因斯塔
单人沙发/扶手椅 ￥799
垫套：100%聚酯纤维。
Vissle 威索尔 深灰色/
Kabusa 卡布萨 深灰色。
宽70×深58，高76cm 004.542.32

		
BINGSTA 比因斯塔 高背扶手椅 ￥1199
垫套：100%聚酯纤维。
Vissle 威索尔 深黄色/
Kabusa 卡布萨 深黄色。
宽70×深58，高101cm 804.556.52

		
VEDBO 维伯 单人沙发/扶手椅 ￥1299
冷海绵和聚酯填料。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宽73×深65，高75cm 704.241.28

		
VEDBO 维伯 高背扶手椅 ￥1799
固定式垫套：100%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浅绿色。
宽80×深85，高108cm 104.942.61

办公椅

ALEFJÄLL 阿勒夫耶、FJÄLLBERGET 菲亚伯、
FLINTAN 福通、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LIDKULLEN
里德库伦、LÅNGFJÄLL 隆菲尔、MARKUS 马库斯、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和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椅子享受10年免费品质保证。

请前往IKEA.cn，查看全部
椅子系列

早餐间与咖啡厅

		
MARKUS 马库斯 办公椅 ￥999
垫套：100%聚酯纤维。
Vissle 威索尔 深灰色。
座椅宽53×深47，高46-57cm 502.611.51

		
新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399
100%聚酯纤维。
米黄色。
座椅宽46×深49，高45–58cm  
504.922.03

		
新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399
100%聚酯纤维。
黑色。
座椅宽46×深49，高45–58cm
304.890.32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带扶手办公椅 ￥1699
涂粉末漆钢和聚酯纤维。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黄色/白色。
座椅宽50×深40，高41–52cm 292.521.20

		
新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
		
ALEFJÄLL 阿勒夫耶 办公椅 ￥1999
		 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椅凳 ￥699
带扶手办公椅 ￥1799
全粒面头层牛皮，整块染色。
全粒面头层牛皮，整块染色。
100%聚酯纤维。
Grann 哥兰 金棕色。
Grann 哥兰 米黄色。
格洛斯 黑色。
座椅宽51×深42，高45–56cm 204.199.83
座椅直径39，高66–80cm 803.882.62
座椅宽52×深46，高45–56cm 804.945.40

34 椅子

座椅：

座椅：

底架：

底架：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带扶手办公椅 ￥2499
钢和聚氨酯海绵。
Smidig 斯米帝 黑色/黑色。
座椅宽50×深40，高41–52cm 593.052.02

		
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149
塑料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46×深54，高80cm 703.509.38

		
JANINGE 延宁 椅子 ￥349
强化聚丙烯塑料。
白色。
宽50×深46，高76cm 802.460.79

		
SVENBERTIL 思伯帝 扶手椅 ￥449
着色清漆橡木贴面/镀铬钢。
黑色/Dietmar 迪特马 镀铬。
宽53×深50，高84cm 792.013.12

		
LEIFARNE 雷夫尼 扶手椅 ￥449
强化聚丙烯塑料。
浅橄榄绿/Dietmar 迪特马 镀铬。
宽53×深50，高87cm 993.041.92

		
LIDKULLEN 里德库伦 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Gunnared 刚纳瑞德 深灰色。
座椅直径38，高59–81cm 904.457.85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599
着色清漆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6×深49，高79cm 804.007.54

		
YNGVAR 伊格瓦 椅子 ￥599
着色清漆贴面和不锈钢。
煤黑色。
宽53×深51，高71cm 604.176.37

		
YNGVAR 伊格瓦 吧台凳 ￥799
着色清漆贴面和不锈钢。
煤黑色。
宽53×深51，高99cm 804.173.06

		
JANINGE 延宁 吧台凳 ￥799
强化聚丙烯塑料/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38×深36，高84cm 502.460.90

椅子 35

储存

适合办公使用
这些页面上列出的所有产品都经过了商业用途测试。
在产品描述详情页面找到关于产品安全和性能要求的
更多信息。

带此符号的产品可安装ROTHULT 罗胡特
智能锁。

TROTTEN 特罗滕、BEKANT 贝肯特、
GALANT 佳兰特、IDÅSEN 伊朵森 和
HÄLLAN 海朗 享受10年免费品质保证。

请前往IKEA.cn，查看所有储物和其他商用
产品。

5

7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系列可以收纳在
办公桌下，也可以用作房间隔断，为你
打造灵活的模块化办公空间。

2

5

1

3

2

1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单元含脚轮 ￥299
涂粉末漆钢和竹。
白色。
宽35×深35，高47cm 304.747.85
2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装置带3个抽屉和脚轮 ￥4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7

6

4

宽40×深47，高56cm 604.850.99
3 新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34×深53，高56cm 004.747.82
4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7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1

宽80×深55，高75cm 004.747.77
5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9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10cm 404.747.75
6 新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柜 ￥5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4

2

4

3

6

9

8

宽70×深35，高110cm 904.747.73
7 新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299
涂粉末漆钢。
白色。
宽80×深55，高180cm 404.747.99

1 IDÅSEN 伊朵森
抽屉柜带脚轮 ￥799
涂粉末漆钢。金棕色。
宽42×深47，高61cm 303.980.89
2 新 IDÅSEN 伊朵森
高柜带抽屉/柜门 ￥1799
涂粉末漆钢。深绿色。
宽45×深47，高172cm 904.964.02
3 新 IDÅSEN 伊朵森

8

2

7

3

橱柜附柜门和抽屉 ￥1999
涂粉末漆钢。深绿色。
宽80×深47，高119cm 704.963.99
4 新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 ￥1499
涂粉末漆钢。米黄色。
宽120×深45，高140cm 904.737.83
5 新 IDÅSEN 伊朵森
柜带玻璃滑门 ￥2499

钢化玻璃和涂粉末漆钢。米黄色。
宽120×深45，高140cm 603.609.52
6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 ￥499
涂粉末漆钢。白色。
宽45×深47，高92cm 992.913.16
7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 ￥699
涂粉末漆钢。白色。

宽45×深47，高117cm 592.493.29
8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 ￥899
涂粉末漆钢。白色。
宽45×深47，高167cm 692.494.04
9 HÄLLAN 海朗
储物组合带门 ￥999
涂粉末漆钢。白色。
宽45×深47，高167cm 292.493.97

办公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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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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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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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板：

1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含脚轮 ￥999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丝网 白色。
宽41×深45，高61cm 592.824.27
2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含脚轮 ￥1499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丝网 黑色。
宽41×深45，高101cm 092.825.33
36 储物和其他

3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含脚轮 ￥1599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丝网 白色。
宽61×深45，高101cm 892.825.48
4 BEKANT 贝肯特 搁架单元 ￥2299
丙烯酸漆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
宽121×深45，高134cm 903.734.96
5 GALANT 佳兰特

抽屉柜带脚轮 ￥1299
涂清漆白蜡木贴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
宽45×深60，高55cm 403.651.54
6 GALANT 佳兰特 抽屉柜 ￥2499
蜜胺贴膜表面。
白色。
宽80×深45，高80cm 703.651.62
7 GALANT 佳兰特 储物柜 ￥2499
涂清漆白蜡木贴面。

黑色白蜡木贴面。
宽80×长45，高120cm 303.651.40
8 GALANT 佳兰特
推拉门柜子 ￥3499
着色清漆橡木贴面/实心橡木。
白色橡木贴面。
宽160×深45，高120cm
603.651.34

1 BROR 巴拉 工作台 ￥999
松木胶合板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松木胶合板。
长110×宽55，高88cm 403.332.81
2 BROR 巴拉 搁架单元 ￥829
涂粉末/镀锌钢。黑色。
宽85×深40，高190cm 992.961.92
3 新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199
100%聚酯纤维。白色。
长76×宽33cm 604.747.84

4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249
涂粉末漆钢和竹。白色。
宽47×深26，高10cm 804.747.83
5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599
100%聚酯纤维。灰色。
长160×宽48cm 804.827.78
6 SIGNUM 西格纳
横向电线槽 ￥29.9
涂粉末漆钢。银色。

		 牢牢固定！为防止家具倾倒造成伤害，请务必参照组装说明，用产品包装内含
的固定件将家具固定在墙上。

长70×宽16cm 102.002.54
7 新 ELLOVEN 爱洛文
带脚轮白板/留言板 ￥699
100%聚酯纤维。白色。
宽70×高180cm 104.747.86
8 EILIF 艾丽福 落地式隔板 ￥799
毛毡。灰色/白色。
宽80×高150cm 493.874.63

支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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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品质保证

你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让我们代劳！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让你感到轻松便捷。从送货到回收，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
请访问宜家网站 IKEA.cn 或前往本地宜家商场，了解宜家服务的更多信息。

规划及室内设计
无论你在基本规划或完整室内设计方案
上需要帮助，都可以与我们的设计专家
团队一起探讨创意，让我们帮助你把想
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在线规划工具
尽情发挥创意吧！宜家在线规划工具方
便易用，能帮助你打造一个梦寐以求的
办公空间。前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送货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在线下单，无
论订单大小，我们都可以为你送货到指
定地点，为你省心省力。

组装服务
所有宜家产品都经过巧妙设计，便于自
己组装，但我们也很乐意为你提供组装
服务，只收取合理费用。

安装服务
安装时需要一点点 (或一些些) 帮助？我
们提供一系列安装服务，选择你需要的
服务内容，把问题交给我们。

多种付款方式
我们支持多种支付方式：现金、储蓄
卡、信用卡 (VISA/MASTERCARD) 、
银联、闪付、苹果支付、支付宝、微
信支付和宜家购物卡。

回收服务
为你运送新家具的同时，我们也乐意替
你回收旧家具，循环再生助力环保。

品质保证
办公桌、餐桌和储物件：BEKANT 贝肯特、GALANT
佳兰特、HÄLLAN 海朗、IDÅSEN 伊朵森、RODULF
鲁道夫、THYGE 泰吉、TOMMARYD 托玛瑞德和
TROTTEN 特罗滕
10年免费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产品/问题？
本品质保证涵盖自于宜家购买之日起，BEKANT 贝肯特
系列、IDÅSEN 伊朵森 系列、TROTTEN 特罗滕 系列、
GALANT 佳兰特 储物系列、RODULF 鲁道夫 办公桌、
THYGE 泰吉 办公桌、TOMMARYD 托玛瑞德 办公桌系
列和 HÄLLAN 海朗 储物柜的所有主要部件的材料、工
艺和功能缺陷。宜家10年免费品质保证不适用于单个产
品货号，只适用于同一系列的组合，且产品必须正确
组装。例如，BEKANT 贝肯特 桌架/框架必须搭配使用
BEKANT 贝肯特 桌面。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产品/问题？
本品质保证不适用于以下产品：• BEKANT 贝肯特
桌面式隔板

BEKANT 贝肯特、GALANT 佳兰特、
HÄLLAN 海朗、IDÅSEN 伊朵森、RODULF
鲁道夫、THYGE 泰吉、TOMMARYD 托玛瑞
德和 TROTTEN 特罗滕 办公桌和储物件享受
10年免费品质保证。

38 服务与品质保证

椅子：ALEFJÄLL 阿勒夫耶、FJÄLLBERGET 菲亚伯、
FLINTAN 福通、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LIDKULLEN
里德库伦、LÅNGFJÄLL 隆菲尔、MARKUS 马库斯、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和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10年免费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产品/问题？
本品质保证涵盖该办公椅的下列部件在材料和工艺
方面的缺陷：
• 结构框架
• 活动部件
活动部件是指具备移动功能或可调节功能的部件。
本品质保证涵盖以下产品部件的预期功能：脚轮、
气筒、机械装置、扶手和靠背调节装置。

ALEFJÄLL 阿勒夫耶、FJÄLLBERGET 菲亚伯、
FLINTAN 福通、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JÄRVFJÄLLET 耶勒乌弗亚列特、LIDKULLEN
里德库伦、LÅNGFJÄLL 隆菲尔、MARKUS
马库斯、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和
TROLLBERGET 特罗贝里特 椅子享受
10年免费品质保证。

需要其他服务？用手机扫描二维码，
可获取所有提供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