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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温暖阳光下打个小盹？和好友一起享用美味的点心？在阴凉处享受悠闲的独处时光？ 
不论家中的空间是大是小，都可以实现这些梦想。你的想象力搭配宜家广泛的户外产品选择，
不论你梦想在户外用餐、休息、烹饪、园艺、储物或洗衣，统统都能实现。我们来看看 
你的户外有哪些发挥空间。

享受更多
户外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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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烹饪，共度欢乐时光总是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食物在阳光下
似乎会更加美味。也许是因为注入了自然的芬芳——我们并不确定。但我们可以
确信，从餐桌椅到烧烤和园艺用品，我们能为你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你享受户外
烹饪和用餐。无论室内还是户外用具，都能在宜家一站式购齐！

享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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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往往更容易放缓脚步，享受尽情放空的惬意时光。无论你是在阳台上、 
在海滩边还是在花园里，你都可以把户外变成自己的一方天地。从模块化沙发、
吊床和沙滩躺椅到阳伞、凉亭、照明和纺织品等等，不同风格产品都能在宜家 
找到，助你打造一片令人流连忘返的户外绿洲。

尽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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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立即享受美好的户外时光？先看看这些通用技巧，探索打造户外空间的妙招。下一页则
有适用于各类空间大小的具体建议。我们此处介绍的家具和物品都是为户外使用设计——并
且都能在这本购物指南中找到。用尺子画出平面图，来帮忙找出适合的家具。 
然后遵循下列有益提示：

节省时间和空间
如果你只是偶尔使用户外空间，或者你想要
一个不错的户外空间，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
和精力打理：不妨选择轻便、可叠放或可 
折叠的家具，这些家具可以轻松搬进室内。
如果不能将家具储放在室内，也可以罩上 
防水罩加以保护。

地毯和地板
地毯和地板可以改变空间的外观。不论是什么样的地面， 
它们都能改善它的舒适度，而且还便于打扫居家空间。 

照明装置 
在漆黑的夜晚和有些许凉意的季节，有了照明，你会想
继续呆在户外。即使呆在室内，户外的照明也能增添气
氛，营造更温馨美好的家居环境。  

植物和花卉 
植物和花卉带你走近自然。如果天气不
适宜植物生长，或者你没有许多时间和
精力来打理，也可以选择人造植物。

靠垫
靠垫能彰显你的个性。在沙发和椅子上混搭
各种颜色、尺寸和图案的靠垫，既能加以装
饰，又能提供柔软支撑。不使用时，可以收
纳在储物袋/储物箱中。

遮阳和防护
如果你需要遮阳/防护来抵御紫外线或营造私密空间：不妨
根据你的具体需求，选择阳伞、凉篷、蚊帐、凉亭或屏风。

彰显自己的风格
把室内风格延展到户外。不仅在视觉上
更具吸引力，还能在情感上建立联系。 

材质很重要
材质的选择往往与你的偏好、追求 
和需求息息相关。如果你喜欢木制 
家具，请记得不时进行保养。塑料、
钢和铝更加易于打理。

如果你的空间常常暴露在日晒雨淋之
下，请尽可能保护你的家具。尤其是
木制家具，当然钢、塑料和铝也需要
保护，不过这些材料更加耐晒耐潮。
不管选择什么材质，良好的保护有 
助于家具经久耐用。 

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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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布置紧凑的空间 如何布置宽敞的空间

宽敞的户外空间提供了更多可能，反而让人有些无从下手。先想想你最喜欢
的室内一角是什么样的，帮助你缩小选择范围。为什么这个角落既能让你感
到舒适，又不失功能性？尽可能按照这个室内布置来打造你的户外空间！

无论户外空间多小，你都能乐享其中，坐看云舒云卷。布置紧凑空间最重要的原则是问问自己你想在这里做什么。打个盹、读本书、锻炼、吃点东西或者聚会？

将宽敞的户外空间布置得像你最喜欢的室内
空间一样舒适： 

在你的小天地里，你能够做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上述所有！ 

想到就能做到。优先考虑你最常做（或最想做）的事。为你最喜欢的活
动创造空间，你才更有可能把户外空间当成家的一部分。

1. 大件家具先就位 
先挑选好最大件的家具（比如模块化沙发或餐桌）， 
确定摆放位置，以确保空间大小适合。然后以它为中心
进行布置。 

2. 打造活动区 
针对不同活动划分区域，比如用于休闲、用餐、烹饪、
玩乐等的区域。搭配地毯、地板、照明、屏风和凉棚，
即可营造出“房中房”的效果。 

3. 每个人都能舒适自在 
为家人和来访客人提供更多选择。用心挑选座椅和靠
垫，为他们提供储物空间。别忘了，孩子们也有他们 
独特的需求。 

4. 各式物品触手可及 
便利的储物空间可以让你免于进进出出。搁架单元、 
储物式长凳、柜子、储物盒和挂钩都可以用来存放 
餐具、靠垫、玩具等物品。

1. 享受独处时光或三五好友小聚 
找到一张投你所好的舒适座椅很重要，你喜欢扶手椅、 
小沙发、躺椅还是吊床？给自己选好座椅后，再来准备客
人的，譬如折叠椅、可叠放的凳子或矮凳。选一张模块化
的单人座搭配一张凳子，既能组合起来变成一张贵妃椅，
也可以分开为两张座椅，你和客人都能舒适落座。 

2. 享受美食 
从挑选一套双人座餐桌椅组合开始。如果一整套桌椅组
合放不下，可以单独购买。如果你只是想在户外吃点小
食，喝点东西，也可以选择一张凳/边桌或储物式长凳。  

3. 收纳好生活必需品 
如果阳台上能放下一张储物式长凳，你就同时拥有了座
椅和边桌。储物盒、挂钩、搁架单元和柜子也是户外储
物的好帮手，比如收纳晒衣夹和衣架。

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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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片用餐区
在阳台上享用一顿美味夜宵。周末在院子里享用一顿早午餐。我们的户外用餐方案为你提供宽
敞的餐桌，方便与同伴一起用餐，同时带给你开阔的视野空间。我们提供桌椅、长凳和凳子各
种选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梦想，选择适合自身户外空间的尺寸和风格。我们提供众多
款式、颜色和材质，你不仅能挑选心仪的外观，还能选择保养程度。不论你选择什么，我们都
能为你的户外用餐带来一抹绿意和生机盎然！

户外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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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ÄLLAND 索兰德 有桉木、铝和玻璃等材质可
供选择，不仅能展现个性风格，同时经久耐用且
只需简单维护。提供两种尺寸，无论空间大小都
能适用。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是传统风格的餐饮和
休闲系列，灵感来自传统家具制作工艺，带有精
巧的手工细节，尺寸较大。采用可持续性来源的
优质桉木制成，灰色更加美观，同时能增强保护
效果。保护。  
欲了解更多关于BONDHOLMEN 邦德荷蒙 的 
故事，参见第。

FEJAN 菲阳 系列家具可叠放或折叠，是节省空间
的小能手。采用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制成，具有木
质外观，经久耐用，易于护理。

TORPARÖ 托帕瑞 用餐组合提供不同尺寸选择；
无论是在狭小的公寓阳台或是宽阔的别墅露台都
能使用。材料坚固耐用，无须费心维护，让你充
分享受户外生活！

TÄRNÖ 塔尔诺 由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坚固硬木相思
木和涂布粉末涂层的钢部件混合制成，可折叠，
坚固耐用，外观优美。浅褐色更加美观，同时能
增强保护。

FALHOLMEN 福霍曼 选用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坚
固硬木相思木制成，浅褐色更加美观，同时能增
强保护。椅子可叠放，帮助节省空间。

LÄCKÖ 拉科 灵感来自传统的熟铁花园家具。 
由涂粉末漆钢或塑料藤条制成，所有家具都无需
保养，易于护理。

ASKHOLMEN 阿霍蒙 选用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坚
固硬木相思木制成，浅褐色更加美观，同时能
增强保护效果。可折叠的家具非常适合小阳台
使用。

SUNDSÖ 苏恩索 可轻松折叠和收纳，尤其适合
阳台或其他狭小空间。该产品已预先组装，也适
用于办公用途。

准备探索户外用餐家具的世界，但又不知从何入手？此处是我们备受欢迎的一些系列产品，方便你大致了解
它们的外观和优势。你可以在后续页面中了解更多关于功能、尺寸、材料、颜色和价格的详细信息，包括打
造适合你的餐厅组合。

ÄPPLARÖ 阿普莱诺 由可持续来源的耐用相思木制成，提供
多种选择，可用于不同空间，如适合小阳台的可折叠家具，
和适合大庭院的伸缩型餐桌。我们对ÄPPLARÖ 阿普莱诺 格
外偏爱——嘘！不要告诉其他户外家具。为什么？因为它是
我们产品品类最广泛的系列，从用餐、烹饪到休息和储物，
应有尽有。座椅方面，有折叠椅、凳子、扶手椅、躺椅、 
沙滩躺椅、长凳、吧台凳和模块化沙发。桌子也有众多 

功能和尺寸可以选择，如折叠桌、翻板桌、方形桌、吧台桌
和专为阳台设计的连壁桌。还有手推车、储物式长凳和墙面
板，方便你准备和供应食物，并保持一切整洁有序。如果你
不想迷失在众多户外产品中，ÄPPLARÖ 阿普莱诺 是一个很
好的开始——而且如果你的需求或梦想有所变化，你还可以
随时添置家具。

备受欢迎的产品

户外用餐户外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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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HOLMEN  
邦德荷蒙 背后的故事  

户外用餐 户外用餐

更多幕后故事
让我们一窥BONDHOLMEN 邦德荷蒙 的设计和生产过程。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生产线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
认真和细心。

测试强度和耐久性，确保你在使用BONDHOLMEN 邦德
荷蒙 时可以更加安心。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设计师Kai Legaard和Tina Christensen Kai Legaard在他的工作室里，他在这里将草稿上的想法付诸实践。

致敬精湛工艺和生活常识

我们如何利用人们的生活经验为你缔造更加舒适的家居环境？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观察传统
手工艺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常物品。Tina Christensen和Kai Legaard两位设计师在设计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户外家具时就是这样做的。 

Frilandsmuseet是哥本哈根北郊的一个露天博物馆。Tina
和Kai经常会来这里参观，看看在互联网和手机出现之前，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这个博物馆是一个宝藏。曾经，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满足特
定的需求和目的而被创造出来，而这里就收藏着这些时代的
房子和家具。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Tina如是说道。 

经典永恒
过去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需求并无二致：工作、放松、聚会。
而BONDHOLMEN 邦德荷蒙 的尺寸宽敞，可以长时间带给
你舒适体验。 
“我们希望BONDHOLMEN 邦德荷蒙 能陪伴你度过一段轻松
的时光。无论是吃饭、玩游戏、回复邮件、喝杯冷饮还是只
是聊天。你在户外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有它的陪伴。”

功能源于细节
Tina提到，过去的人特别在意细节：每个细节的设计都有其
原因。 
“人们对所拥有的材料也非常谨慎，不会使用多余的材料。 
当时这是一种常识。而如今，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系列就很注重细节，支腿会呈一
定角度来保持稳定，座椅后部有一个小边缘来保持坐垫固定
在位，而当天气转凉，你还可以轻松将家具收纳起来。每一
件家具都选用来自可持续来源的优质桉木。正是这些细节令
现代户外生活变得更简单、更可持续。对Tina和Kai而言，
这也是向传统手工艺和常识致敬。 

扫描此二维码，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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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用餐户外用餐

我们的许多户外家具都是由易于护理的材料制成；并标有“易于打理”的标志。 
关于如何保养户外家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00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双人餐桌椅组合

SJÄLLAND 索兰德 ￥2097 
底架 71×71×103cm桌面 68x68cm 靠背吧凳。 
涂粉末漆铝。（592.678.51）

SJÄLLAND 索兰德 ￥2097
底架 71x71x73cm桌面 68x68cm 扶手椅， 
可叠放。涂粉末漆铝。（392.649.43）

SJÄLLAND 索兰德 ￥2197 
底架 71x71x73cm 桌面 68x68cm 扶手椅， 
可叠放。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292.649.05）

LÄCKÖ 拉科/VIHOLMEN 维候姆恩 ￥747
桌子 直径70cm 椅子，可叠放。灰色， 
涂粉末漆钢。（894.135.25）

LÄCKÖ 拉科 ￥647 
桌子 直径70cm 椅子，可叠放。灰色， 
涂粉末漆钢。（098.984.37）

TORPARÖ 托帕瑞 ￥497
桌子 70×42cm，可折叠。椅子，可折叠。 
涂粉末漆钢（094.136.66）

TORPARÖ 托帕瑞 ￥427
连璧桌+2把折叠椅，户外，50cm 白色/米色。
（894.136.53）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1页。

为保护你的餐桌椅组合在不使用时免受
灰尘、日晒、雨水、灰尘和花粉侵袭，
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100×70cm， 
高90cm适用于1张桌子和2把椅子的户外用餐家具组合。
黑色。 802.852.64 ￥199

SJÄLLAND 索兰德 ￥2197
底架 71×71×103cm 桌面 68x68cm 靠背吧凳。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192.678.48）

FEJAN 菲阳 ￥259.97 
桌子 50×44cm。椅子，可折叠。白色/白色。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394.349.50）

SUNDSÖ 苏恩索 ￥587 
桌子 直径65cm 可折叠。椅子，可折叠。 
灰色/灰色。涂粉末漆钢（094.349.23）

TÄRNÖ 塔尔诺 ￥348.98 
桌子 55×54cm 可折叠。椅子，可折叠。 
红色/浅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漆钢。
（493.124.15）

 阿普莱诺 ￥1397
折叠桌，34/83/131×70cm 椅子，可折叠。 
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393.265.40）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1397 
桌子+2把折叠椅，户外，灰色着色。 
（994.129.26）

TÄRNÖ 塔尔诺 ￥348.98
桌子 55×54cm 可折叠。椅子，可折叠。 
黑色/浅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漆钢。
（498.984.16）

ASKHOLMEN 阿霍蒙 ￥597 
连璧桌，可折叠。70×44cm 椅子，可折叠。 
浅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991.779.19）

ASKHOLMEN 阿霍蒙 ￥2397 
连璧桌，可折叠。70×44cm 椅子，可折叠。 
浅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593.2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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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ÄLLAND 索兰德 ￥3296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 
长凳 136cm 扶手椅，可叠放。涂粉末漆铝。
（592.651.97）

SJÄLLAND 索兰德 ￥3596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长凳 136cm 扶手椅， 
可叠放。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792.651.58）

SJÄLLAND 索兰德 ￥3995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扶手椅，可叠放。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792.650.64）

SJÄLLAND 索兰德 ￥3895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扶手椅， 
可叠放。涂粉末漆铝。（992.650.15）

TORPARÖ 托帕瑞 ￥1595
桌子 130×74cm。可折叠。扶手椅，白色/米色。
涂粉末漆钢（494.136.69）

VIHOLMEN 维候姆恩/LÄCKÖ 拉科 ￥2195
桌子 直径70cm 椅子，可叠放。灰色/灰色， 
涂粉末漆钢。（494.783.97）

TORPARÖ 托帕瑞 ￥1795
桌子 130×74cm。可折叠。躺椅，白色/米色。 
涂粉末漆钢（894.136.72）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3695
桌子+4张躺椅，户外。灰色着色。  （894.128.42）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4095
吧台+4张吧台凳。灰色着色。（194.129.73）

四人餐桌椅组合

ÄPPLARÖ 阿普莱诺 ￥3095
翻板桌 140/200/260×78cm 扶手椅，可叠放。 
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790.483.96）

KLÖVEN 克罗文 ￥3895
桌子 160×90cm 扶手椅。黑褐色着色实心桉木。
（692.947.07）

为保护你的餐桌椅组合在不使用时免
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和花粉 
侵袭，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145×145cm， 
高120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4把椅子的户外用餐家具组合。

黑色。 102.923.24 ￥399

ASKHOLMEN 阿霍蒙 ￥1195
桌子 112×62cm 可折叠。椅子，可折叠。浅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392.121.81）

ÄPPLARÖ 阿普莱诺 ￥1995 
折叠式餐桌，34/83/131×70cm 椅子，可折叠。 
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793.254.5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4495
桌子，直径108cm 扶手椅。灰色着色，实心桉木。
（093.304.83）

FALHOLMEN 福霍曼 ￥1595 
桌子 153×73cm 扶手椅，可叠放。浅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992.1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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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至八人餐桌椅组合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15×135cm， 
高105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6把椅子的户外用餐家具组合。

黑色 602.923.26 ￥4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60×148cm， 
高108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8把椅子的户外用餐家具组
合。 
黑色 204.281.57 ￥5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3893 
翻板桌 140/200/260×78cm 扶手椅，可叠放。 
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098.984.75）

SJÄLLAND 索兰德 ￥5093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扶手椅， 
可叠放。涂粉末漆铝。（992.652.04） 

KLÖVEN 克罗文 ￥5593
桌子 208×100cm 扶手椅。黑褐色着色实心桉木。
（492.950.86）

ÄPPLARÖ 阿普莱诺 ￥5491 
翻板桌 140/200/260×78cm 躺椅，可折叠。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490.539.83）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6793
桌子，235×90cm 扶手椅。灰色着色，实心桉木。
（193.240.14）

SJÄLLAND 索兰德 ￥5193 
底架 156×90cm 桌面 86×72cm 2块。扶手椅，可叠放。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592.652.01）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5593
桌子+6张躺椅，户外，灰色着色。（094.128.7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4292 
桌子 140×140cm 扶手椅，可叠放。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492.898.15）

为保护你的餐桌椅组合在不使用时免受
灰尘、日晒、雨水、灰尘和花粉侵袭，
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 + 4把扶手椅，  
156×90cm。792.650.64 

￥399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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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ÄRNÖ 塔尔诺 椅子，可折叠。
座面：宽39×深28×高45cm  
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
浅褐色着色 001.651.28 ￥99.99
红色/
浅褐色着色 804.245.71 ￥99.99

ASKHOLMEN 阿霍蒙 椅子，可折叠。  
座面：宽36×深30×高46cm。 
实心相思木。
浅棕色
着色 702.400.30 ￥1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椅子，可折叠。  
座面：宽38×深37×高44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204.131.32 ￥299

NORRMANSÖ 诺曼苏 椅子， 
室内/户外。座面：宽43×深40×高45cm。
米色/相思木 305.111.94 ￥4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椅子，可折叠。 
41×54cm，高85cm 座面： 
宽35×深35×高43cm。
灰色 304.788.06 ￥399

VASSHOLMEN 瓦思霍 椅子， 
室内/户外。宽58×深60cm，高92cm。
座面：宽46×深46，高46cm。 
黑/白 105.037.41 ￥599

餐椅、凳子和长凳

FEJAN 菲阳 椅子，可折叠。 
座面：宽40×深39×高45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902.553.08 ￥79.99

MÄLARÖ 默拉洛 椅子，可折叠。 
座面：宽35×深38×高46cm  
着色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漆钢。
白色 201.651.32 ￥249

SALTHOLMEN 萨托蒙 椅子，
可折叠。 
座面：宽38×深35×高46cm  
涂粉末漆钢 
米色 403.118.30 ￥149

SUNDSÖ 苏恩索 椅子，户外。 
深46×高84cm。 
座面：深34×高46×宽38cm。
橙色 505.289.47 ￥179

SUNDSÖ 苏恩索 椅子，户外。 
深46×高84cm。 
座面：深34×高46×宽38cm。
灰色 805.093.15 ￥179

TORPARÖ 托帕瑞 椅子，可折叠，
室内/户外。座面：宽40×深39×高
46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米色 004.207.65 ￥149

TORPARÖ 托帕瑞 扶手椅  
室内/户外。 
座面：宽42×深41×高46cm 涂粉末
漆钢和塑料。椅子不用时可叠放，
省下更多空间。 
白色/米色 704.207.62 ￥24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躺椅
58×78cm，高107cm。 
座面：宽49×深46×高43cm。
灰色 904.818.44 ￥5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扶手椅 
座面：宽49×深49×高41cm 实心相思木。
可叠放储存，节省空间。
褐色着色 002.085.28 ￥399

SJÄLLAND 索兰德 扶手椅 
座面：宽44×深46×高43cm 实心桉木和 
涂粉末漆铝。可叠放储存，节省空间。
浅灰色/
浅棕色 003.865.11 ￥5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扶手椅  
座面：宽50×深50×高42cm。实心桉木。
灰色 604.206.30 ￥799

SJÄLLAND 索兰德 扶手椅座面：
宽44×深46×高43cm 涂粉末漆铝。
可叠放储存，节省空间。
浅灰色/
深灰色 603.865.08 ￥599

KLÖVEN 克罗文 扶手椅 
座面：宽50×深50×高43cm 实心桉木。
黑褐色
着色 304.109.39 ￥599

FALHOLMEN 福霍曼 扶手椅 
座面：宽50×深42×高42cm  
实心相思木。可叠放储存，节省空间。
浅棕色
着色 203.130.95 ￥249

HÖGSTEN 赫斯顿 扶手椅  
座面：宽38×深48×高42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302.098.66 ￥499

LÄCKÖ 拉科 椅子  
座面：宽37×深38×高44cm  
涂粉末漆钢椅子可叠放， 
备上几把也不会占用额外空间。
灰色 101.657.74 ￥199

VIHOLMEN 维候姆恩 椅子
座面：宽38×深38×高45cm 
深灰色 804.633.03 ￥249

LÄCKÖ 拉科 扶手椅，户外。 
宽57×深67cm，高78cm。 
座面：宽44×深44×高46cm。
深灰色 004.633.02 ￥3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躺椅，可折叠。 
座面：宽44×深48×高41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褐色着色 502.085.40 ￥499

TORPARÖ 托帕瑞 躺椅 户外。 
座面：宽53×深95×高109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米色 404.613.44 ￥299

新品
SUNDSÖ 苏恩索 椅子，户外。 
深46×高84cm。 
座面：深34×高46×宽38cm。
黄色 305.289.2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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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ÄSTHOLM 普莱斯特侯姆 靠背长凳 
座面：宽107×深39×高44cm 可供2至3人使
用。涂粉末漆钢和实心山毛榉木。
灰色 304.363.50 ￥999

餐椅、凳子和长凳

HÅLLÖ 哈露
黑色，米色

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深灰色，米绿色

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煤黑色，白色

KUDDARNA  
库达那
米色，浅蓝色，灰色

BRÄMÖN  
布兰莫 
灰米色

KLÖSAN  
克略桑 
蓝色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椅子，可折叠 —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扶手椅 50×50cm 50×50cm 50×50cm 50×50cm — —

躺椅，可折叠 116×47cm 116×45cm 116×45cm 116×47cm — —

靠背长凳 50×50cm 50×50cm 50×50cm 50×50cm — —

靠背吧凳 — 直径35cm — — — 直径35cm

SJÄLLAND 索兰德 

扶手椅 44×44cm 44×44cm 44×44cm 44×44cm — 44×44cm

躺椅，可折叠 116×47cm 116×45cm 116×45cm 116×47cm — —

长台架 — 直径35cm — 32×36cm — 直径35cm

靠背吧凳 — 直径35cm — — — 直径35cm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椅子，可折叠 —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扶手椅 50×50cm 50×50cm 50×50cm 50×50cm — —

靠背长凳 50×50cm 50×50cm 50×50cm 50×50cm — —

躺椅 116×47cm 116×45cm 116×45cm 116×47cm — —

靠背吧凳 44×44cm 44×44cm 44×44cm 44×44cm — 44×44cm

摇椅 44×44cm， 
116×47cm

44×44cm， 
116×45cm

44×44cm，  
116×45cm

44×44cm， 
116×47cm — —

ASKHOLMEN 阿霍蒙

椅子，可折叠 —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FALHOLMEN 福霍曼

扶手椅 44×44cm 44×44cm 44×44cm 44×44cm — 44×44cm

TÄRNÖ 塔尔诺

椅子，可折叠 —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LÄCKÖ 拉科

椅子 — 直径35cm — — — 直径35cm

LÄCKÖ 拉科

扶手椅 — — 44×44cm — — 44×44cm

SUNDSÖ 苏恩索

椅子，可折叠 —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KLÖVEN 克罗文

扶手椅 50×50cm 50×50cm — 50×50cm — —

PRÄSTHOLM 普莱斯特侯姆

靠背长凳 44×44cm 44×44cm 44×44cm 44×44cm — 44×44cm

餐椅

靠垫

如何挑选用餐靠垫

查看所有舒适靠垫，参见第00页。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1页。

STACKHOLMEN 斯塔霍蒙 凳  
座面：宽48×深35×高43cm 浅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和塑料。 

004.114.26 ￥199

ÄPPPLARÖ 阿普莱诺 凳，可折叠。 
座面：宽40×深38×高42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002.049.26 ￥14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长凳  
可供2人使用。座面：宽114×深41×高44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902.051.82 ￥3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靠背长凳  
座面：宽117×深65×高80cm。 
实心相思木（褐色着色）。
褐色着色 602.085.30 ￥5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靠背长凳 
139×81cm，高73cm。 
座面：宽124×深62×高30cm。
灰色 504.206.64 ￥1499

PÄRONHOLMEN 派荣霍 靠背长凳
111×70cm，高83cm。座面：宽100×深50×
高42cm。
红色 505.038.00 ￥1299

SJÄLLAND 索兰德 长凳 
座面：宽127×深42×高43cm  
涂粉末漆铝。
浅灰色/
深灰色 704.017.11 ￥799

SJÄLLAND 索兰德 长凳  
座面：宽127×深42×高43cm 实心桉木和
涂粉末漆铝。 
浅灰色/
浅棕色 704.019.85 ￥7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靠背吧凳 
座面：宽40×深40×高80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502.880.37 ￥4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靠背吧凳
45×56cm，高112cm 
座面：宽44×深44×高74cm。
灰色 404.788.01 ￥699

SJÄLLAND 索兰德 靠背吧凳 
座面：宽40×深40×高74cm  
涂粉末漆铝。
浅灰色/
深灰色 104.017.09 ￥599

SJÄLLAND 索兰德 靠背吧凳 
座面：宽40×深40×高74cm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浅灰色/
浅棕色  304.019.87 ￥5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摇椅 
57×97cm，高93cm 
座面：45×44cm，高44cm
灰色 304.790.6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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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ÖVEN 克罗文 桌子 
可供6人使用。208×100cm，高75cm 桌面中间的孔洞 
可以插放阳伞。实心桉木。
黑褐色着色 704.109.42 ￥1999

KLÖVEN 克罗文 桌子 
可供4人使用。160×90cm，高75cm 桌面中间的孔洞 
可以插放阳伞。实心桉木。
黑褐色着色 704.138.32 ￥1499

餐桌

TÄRNÖ 塔尔诺 桌子，可折叠  
可供2人使用。55×54cm，高70cm 实心相思木和 
涂粉末漆钢。
黑色/浅褐色着色 001.651.28 ￥99.99
红色/浅褐色着色 804.245.71 ￥99.99

ASKHOLMEN 阿霍蒙 桌子，可折叠  
可供4人使用。112×62cm，高73cm 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603.467.77 ￥3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折叠式餐桌可供2至4人使
用。34/83/131×70cm，高72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504.197.93 ￥7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桌子 
可供2人使用。65×65cm，高74cm 实心桉木。
灰色 204.206.13 ￥799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 
可供2人使用。71×71cm，高73cm  
涂粉末漆铝。 

092.624.36 ￥8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桌子 
可供4人使用。直径108cm，高74cm 实心桉木。
灰色 404.206.12 ￥12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长几 
户外，111×46cm
灰色 104.206.18 ￥7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桌子 
可供6人使用。235×90cm，高74cm 桌面中间的孔洞 
可以插放阳伞。实心桉木。
灰色 604.206.11 ￥1999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 
可供2人使用。71×71cm，高73cm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792.624.33 ￥999

TÄRNÖ 塔尔诺 桌子，可折叠 
可供4人使用。100×54cm，高70cm 实心相思木和 
涂粉末漆钢。
黑色/浅褐色着色 104.719.38 ￥299
红色/浅褐色着色 204.818.47 ￥299

ASKHOLMEN 阿霍蒙 桌子，可折叠  
可供2人使用。60×62cm，高73cm 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902.400.34 ￥1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桌子可供4至8人使用。 
140×140cm，高72cm 桌面中间的孔洞可以插放阳伞。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504.197.88 ￥1299

ASKHOLMEN 阿霍蒙 连璧桌，可折叠  
可供2人使用。70×44cm，高71cm 桌子需固定到墙上。
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603.210.22 ￥199

SJÄLLAND 索兰德 吧台
可供2人使用。71×71cm，高103cm  
涂粉末漆铝。

292.648.87 ￥8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吧台 
可供4人使用。116×72cm，高105cm
灰色 204.788.02 ￥1299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 
可坐4至6人。156×90cm，高75cm 桌面中间的
孔洞可以插放阳伞。涂粉末漆铝。

292.648.73 ￥1499

SJÄLLAND 索兰德 吧台 
可供2人使用。71×71cm，高103cm  
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692.648.85 ￥999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 
可坐4至6人。156×90cm，高75cm 桌面中间的孔洞可以插放
阳伞。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592.624.48 ￥15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翻板桌可供4至8人使用。 
140/200/260×78cm，高72cm 桌面中间的孔洞可以插放阳
伞。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202.085.32 ￥1499

FALHOLMEN 福霍曼 桌子 
153×73cm，高72cm 可供4人使用。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703.130.93 ￥599

SUNDSÖ 苏恩索 桌子 户外。直径65cm。  

黄色 505.289.47 ￥229
灰色 405.093.17 ￥229
橙色 105.289.49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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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用餐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1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LÄCKÖ 拉科 桌子可供2人使用。直径70cm， 
高71cm 涂粉末漆钢

灰色 601.657.76 ￥249

餐桌

VIHOLMEN 维候姆恩 
桌子。可坐4至6人。135×74cm，高73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深灰色。494.783.97

¥2195
VIHOLMEN 维候姆恩 桌子
可坐4至6人。135×74Cm，高73cm 粉末涂层漆钢 
和塑料。
深灰色 104.633.06 ￥599

FEJAN 菲阳 桌子 户外。50×44 cm。 

白色 204.872.17 ￥99.99

MÄLARÖ 默拉洛 桌子，可折叠，户外。 
80×62cm。 

白色 302.526.66 ￥399

TORPARÖ 托帕瑞 阳台桌 
50×35cm 

白色 504.613.48 ￥129

TORPARÖ 托帕瑞 桌子 
室内/户外。70×42Cm 可折叠。 

白色 404.207.49 ￥199

TORPARÖ 托帕瑞 桌子 
户外，130×74cm 可折叠。

白色 504.207.58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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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足一整天
从茶话会到飞机比赛，户外活动可以让孩子们尽情玩闹探索、欢笑嬉戏。因此，我们设计和制作
了适合儿童使用的户外家具：从椅子、凳子和桌子到休闲椅、懒人沙发和野餐桌，统统都非常 
方便打理。大多数家具既可在室内也可以在户外使用，其中部分家具采用塑料制作，更加轻巧，
孩子们不用大人帮忙也可以自己搬动。户外活动结束后，只需清理干净，搬回室内即可！

儿童户外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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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户外家具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00页。

MAMMUT 玛莫特 儿童椅 室内/户外。 
宽39×高67cm 座面：深26×高30cm 聚丙烯塑料。

蓝色。 000.353.49 ￥79.99
白色。 903.653.64 ￥79.99
红色 203.653.67 ￥79.99
粉色 603.823.22 ￥79.99

MAMMUT 玛莫特 儿童凳 室内/户外。 
直径30cm，高30cm 聚丙烯塑料。

黄色 903.823.25 ￥29.99
橙色 903.653.59 ￥29.99
白色。 301.766.44 ￥29.99

MAMMUT 玛莫特 儿童桌 室内/户外。 
长77×宽55×高48cm 聚丙烯塑料。

白色。 703.651.76 ￥149
红色 803.651.66 ￥149

UTTER 乌特尔 儿童凳 室内/户外。
长28×宽28×高27cm 强化聚丙烯塑料。

白色。 303.577.86 ￥24.99

RESÖ 瑞索 儿童野餐桌长92×宽89×高49cm  
着色实心相思木。
灰褐色着色 502.283.26 ￥299

BUSSAN 布松 懒人沙发 室内/户外。 
长94/187×宽67×高20/70cm 聚酯纤维和塑料。 
这款懒人沙发用途丰富，可以折叠成一个直立的休闲椅，
也可以展开成一个较低的躺椅。 
灰色。 103.129.11 ￥599

MAMMUT 玛莫特
儿童桌  
此产品为白色。703.651.76

￥14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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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充充电
想象一下你的客厅。现在想象一下把这个客厅放在户外。无论放在阳台、后院或者是细沙绵软
的海滩，你都可以轻松打造放松充电的好去处。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模块化沙发和各式座面，
你定能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一款。我们还提供桌子和舒适靠垫，为你营造舒适、时尚的户外空间，
带给你家一般的温暖与惬意。现在就来浏览我们产品，不妨大胆设想，动手创造，然后尽情 
享受舒适！

户外休闲 
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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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休闲和放松

HAVSTEN 霍夫斯田 的涂粉末漆钢钢管框架简洁轻巧， 
座位采用塑料网面，灵活且耐用。舒适的软垫和现代风格
的底架易于搬动和护理。更多信息参见第页。 

你喜欢以什么姿态来放松休息？是蜷在双人沙发上，还是伸展四肢，躺在带脚凳的大沙发上？
你家的户外空间有多大？运用模块沙发，按照自己的休闲风格和空间大小，个性化定制一款 
理想的沙发组合。更重要的是，你之后还可以随时添加更多组件，或是拆开重新组合。 
宜家提供了三个模块化的户外沙发系列：SOLLERÖN 索勒伦、ÄPPLARÖ 阿普莱诺 和
JUTHOLMEN 于托尔门。加上灵活实用的 HAVSTEN 霍夫斯田，让你轻松打造单人沙发、 
2人沙发、3人沙发，或是自定长度的沙发。

找到你的户外
模块沙发风格

SOLLERÖN 索勒伦 采用易于护理、经久耐用的塑料藤条
制成，外观和质感与天然藤条无异。座位下方为实用的 
储物空间。更多信息参见第页。

ÄPPLARÖ 阿普莱诺 采用通过经久耐用的实心相思木制成，
这是一种深色硬木。木材经过多层涂漆预处理，只需偶尔
护理，就可长久使用。  
更多信息参见第页。

JUTHOLMEN 于托尔门 采用易于护理、经久耐用的塑料
藤条和涂粉末漆钢制成，黑褐色的编织设计透气通风。 
更多信息参见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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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休闲和放松户外休闲和放松

SOLLERÖN 索勒伦 采用易于护理、经久耐用的塑料藤条制成，外观和质感与天然藤条无异。座位下方的储物空间可存放装
饰靠垫和休闲毯。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沙发

SOLLERÖN 索勒伦 单座组合件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62×深82，高74cm  
座面：宽62×深62×高32cm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KUNGSÖ 康索、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靠垫和坐垫。座位下方的储物空间可存放装饰靠垫和休闲毯。 
可搭配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62×62cm。

褐色 303.736.25 ￥795
深灰色 304.245.97 ￥795

SOLLERÖN 索勒伦 扶手/2件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18×深82×高53cm 

褐色 103.875.86 ￥695
深灰色 204.245.88 ￥695

SOLLERÖN 索勒伦 转角部分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82×深82，高74cm  
座面：宽62×深62×高32cm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KUNGSÖ 康索、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靠垫和坐垫。座位下方的储物空间可存放装饰靠垫和休闲毯。 
可搭配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62×62cm。

褐色 003.736.22 ￥995
深灰色 004.245.94 ￥995

+ +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将多个SOLLERÖN 索勒伦 组件搭
配组合成合适的模块沙发。如果你之后想打造不同的组合，

只需将组件轻松拆开，以全新方式重组。你也可以在后续页
面上挑选合适的现成组合。

+
+

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

模块沙发组合件

SOLLERÖN 索勒伦 凳涂粉末漆钢和塑料。长62×宽62，高32cm 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KUNGSÖ 康索、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坐垫。座位下方的储物空间
可存放装饰靠垫和休闲毯。可搭配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62×62cm。

褐色 203.736.16 ￥495
深灰色 504.246.00 ￥495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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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化沙发组合 

组合价格 ￥3021  
（褐色 392.523.89，深灰色 392.877.51）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8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3021  
（褐色 592.523.74，深灰色 592.877.45）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8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3241 
（深灰色 393.263.09）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炭黑色。  
尺寸：宽161，深82，高90cm座面高46cm

组合价格 ￥3021 
（褐色 594.137.15，深灰色 494.137.11）。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尺寸：宽161×深82×高88cm 座面高44cm

双人沙发，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双人沙发，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双人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2681 
（293.032.09 褐色，393.036.66 深灰色）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4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2681
（993.032.15 褐色，593.036.51 深灰色）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4cm 座面高40cm

为保护你的户外家具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
和花粉侵扰，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70x100cm，高87cm 适用于户外双人沙发宽度不超
过170cm，深度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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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组合价格 6166  
（褐色 493.084.18，深灰色 393.264.46）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炭黑色。 
尺寸：深82，高90cm 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6cm

组合价格 ￥5686 
（褐色 292.526.10，深灰色 192.877.90）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深82×高88cm 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5686  
（褐色 392.526.57，深灰色 892.877.96）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深82×高88cm 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5686
（褐色 994.136.95，深灰色 194.136.99）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 
尺寸：深82×高88cm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4936 
（褐色 393.032.42，深灰色 793.036.31）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深82×高84cm 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4936
（褐色 093.032.48，深灰色 693.036.36）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深82×高84cm 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0cm

三人转角沙发，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化沙发组合 

为保护你的户外家具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
和花粉侵扰，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260x165cm，高85cm 适用于户外三人转角沙发和 
茶几，或户外三人沙发、扶手椅和茶几（长度不超过260cm，宽度不超过165cm， 
高度不超过85cm）。

黑色 104.114.97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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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化沙发组合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4908 
（褐色 992.526.83，深灰色 192.878.27）。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8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5308 
（褐色 493.085.50，深灰色 593.264.31）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炭黑色。 
尺寸：宽223x深144x高90cm。座面高46cm

组合价格 ￥4298 
（褐色 993.032.58，深灰色 993.036.25）。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4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4908
（褐色 592.526.99，深灰色 892.878.38）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8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4298
（褐色 793.032.64，深灰色 193.036.1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4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4908 
（褐色 794.137.19，深灰色 294.137.31）。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尺寸：宽223×深144×高88cm 座面高44cm

为保护你的户外家具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
和花粉侵扰，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260x165cm，高85cm 适用于户外三人转角沙发和 
茶几，或户外三人沙发、扶手椅和茶几（长度不超过260cm，宽度不超过165cm， 
高度不超过85cm）。

黑色 104.114.97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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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PPLARÖ 阿普莱诺 采用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实心相思木制成，这是一种深色硬木。相思木是一种坚固耐用的天然硬木，木
质纤维密度很高，适合户外使用。使用木材着色剂进行预处理，保护木材。不时重新上色，就可以长期享受相思木家具的陪
伴。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模块化沙发 

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

ÄPPLARÖ 阿普莱诺 单人座组合实心相思木。宽63×深80×高73cm  
座面：宽63×深63×高28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KUNGSÖ 康索  
靠垫和坐垫。
褐色着色 402.051.89 ￥4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转角件实心相思木。宽80×深80×高73cm  
座面：宽63×深63×高28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KUNGSÖ 康索  
靠垫和坐垫。
褐色着色 302.051.80 ￥5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边桌/矮凳实心相思木。长63×宽63，高28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KUNGSÖ 康索 坐垫。
褐色着色 002.134.45 ￥2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扶手椅实心相思木。宽63×深63，高28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KUNGSÖ 康索 坐垫。
褐色着色 204.922.85 ￥599

你还可以按需定制，找到自己心仪的外观，根据自己的喜好
和需求，搭配不同的沙发组合件。或者直接购买我们为你精

心挑选搭配的双人、三人或转角式组合。多种款式， 
任君选择！ 

模块沙发组合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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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PPLARÖ 阿普莱诺 模块化沙发组合 

组合价格 ￥1732（393.037.13）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宽160×深80×高80cm 座面高36cm

组合价格 ￥1732 （093.037.24）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宽160×深80×高80cm 座面高36cm

双人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双人沙发，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组合价格 ￥2212 （992.599.10）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宽160×深80×高84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2212 （692.600.57）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宽160×深80×高84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2212 （794.138.56）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尺寸：宽160×深80×高84cm 座面高40cm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2857 （393.037.7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深80×高80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36cm

组合价格 ￥2857 （093.037.76）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深80×高80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36cm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组合价格 ￥3607 （992.673.35）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深80×高84cm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3607 （592.620.33）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深80×高84cm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3607 （294.138.68）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尺寸：深80×高84cm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40cm

双人沙发，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组合价格 ￥2512 （693.052.92）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炭黑色。 
尺寸：宽160，深80，高86cm 座高42cm

组合价格 ￥4087 （193.053.60）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炭黑色。 
尺寸：深80x高86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高42cm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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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PPLARÖ 阿普莱诺 模块化沙发组合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260x165cm，高85cm 适用于户外三人转角沙发 
和茶几，或户外三人沙发、扶手椅和茶几（长度不超过260cm，宽度不超过165cm， 
高度不超过85cm）。

黑色 104.114.97 ￥499三人转角沙发，带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组合价格 ￥4466 （793.053.38）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炭黑色。  
尺寸：深80x高86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高42cm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70x100cm，高87cm 适用于户外双人沙发 
（宽度不超过170cm，深度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三人转角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3126（993.038.28）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深80×高80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36cm

组合价格 ￥3126（893.038.38）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深80×高80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36cm

三人转角沙发，带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组合价格 ￥3946 （392.621.47）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
尺寸：深80×高84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3946 （792.621.69）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
尺寸：深80×高84cm 宽：左223cm，右143cm  
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3946（194.138.64）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米绿色尺寸：深80×高84cm 宽：左223cm， 
右143cm座面高40cm

为保护你的户外家具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
和花粉侵扰，我们建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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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STEN 霍夫斯田 的涂粉末漆钢钢管框架简洁轻巧，座位采用塑料网面，灵活且耐用。舒适的软垫和现代风格的底架易于
搬动和护理。 

HAVSTEN 霍夫斯田 沙发

HAVSTEN 霍夫斯田 沙发舒适耐用且灵活，能贴合你的坐姿，
带给你美好的欢乐时光。漆钢钢管框架轻巧又坚固，方便 
移动。座位采用塑料网面，搭配耐晒防雨的蓬松靠垫，你可
以在上面舒适休息。无论你需要一把户外扶手椅，还是一张
比四人沙发更大的设计，HAVSTEN 霍夫斯田 都能办到。 

HAVSTEN 霍夫斯田 的各个部件完全分开，因此组合起来更
加灵活。同时也塑就它的独具个性。你仍然需要将HAVSTEN 
霍夫斯田 的各个组合件组合在一起，但每个单人座的各部件
都需要单独选购。座面和靠背是一个部件。两侧扶手是一个
部件。每增加一个单人座，都需要支架提供支撑。不变 
的是，我们仍然会提供现成组合，购买起来更加方便。 
如果你想要一张比四人沙发更大的沙发，不妨看看拼接件。

HAVSTEN 霍夫斯田 灵活耐用，你可以在上面尽情享受欢乐时光

2×  
座面和靠背部件

1× 
支架

2×  
靠垫

2×  
坐垫

1×扶手， 
2件

+ + + +

HAVSTEN 霍夫斯田 沙发曾荣获产品
设计大奖，该奖项来自全球声誉卓越
的红点设计奖。这款获奖沙发设计灵
活且便于移动，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
组合搭配。采用涂粉末漆钢制成， 
搭配耐晒防雨、柔软舒适的靠垫， 
部件和材料可拆卸，因此你可以在 
户外空间组建自己喜欢的沙发。 

2017年红点奖得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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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STEN 霍夫斯田 沙发组合

扶手椅￥2396  
米色 192.519.27。尺寸：宽98×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双人沙发，无扶手￥3991 
米色 892.519.62。尺寸：宽164×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三人沙发，无扶手￥5887
米色 292.519.84。尺寸：宽245×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2人沙发￥4292 
米色 892.519.57。尺寸：宽179×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三人沙发￥6188 
米色 792.519.67。尺寸：宽260×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四人沙发￥8084
米色 092.520.79。尺寸：宽341×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拼接件￥1896 
米色 192.519.94。添加此拼接件即可轻松延长HAVSTEN 霍夫斯田 沙发。 
尺寸：宽83×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四人沙发，无扶手￥7783
米色 292.672.87。尺寸：宽326×深94×高90cm 
座高42cm 座深62cm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09×85cm， 
高90cm适用于户外扶手椅和休闲椅（宽度不超过
109cm，深度不超过85cm，高度不超过 90cm）。 

黑色 404.279.23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70×100cm， 
高87cm适用于户外双人沙发（宽度不超过170cm， 
深度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 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260×165cm， 
高85cm可适用于户外三人沙发、扶手椅和茶几组合 
（宽度不超过260cm，深度不超过165cm， 
高度不超过 85cm）。
黑色 904.114.97 ￥499

为保护你的户外家具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和花粉侵扰，我们建
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HAVSTEN 霍夫斯田
扶手椅宽98×深94×高90cm。 
米色 192.519.27。

¥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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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THOLMEN 于托尔门 模块化沙发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JUTHOLMEN 于托尔门 转角件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73×深73×高71cm 
座面：宽65×深65×高31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和坐垫。
深灰色 004.776.53 ￥599

JUTHOLMEN 于托尔门 单人座组合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65×深74×高71cm 
座面：宽65×深65×高31cm 可搭配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和坐垫。
深灰色 304.776.56 ￥399

JUTHOLMEN 于托尔门 凳涂粉末漆钢和塑料。宽65×深65×高31cm 可搭配
KUDDARNA 库达那、HÅLLÖ 哈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或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
深灰色 804.776.54 ￥249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将多个JUTHOLMEN 于托尔门 组
件搭配组合成合适的模块化沙发。如果你之后想打造不同的

组合，只需将组件轻松拆开，以全新方式重组。你也可以在
后续页面上挑选合适的现成组合。

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

模块沙发组合件 双人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带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
+

++
=

组合价格 ￥1594（893.851.6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宽146×深73×高83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569 （393.851.72）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深73×高83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857 （293.851.39）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362 （693.851.75）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512 （993.851.5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1456 （293.851.63）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宽146×深73×高71cm 座面高3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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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1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INGMARSÖ 英格马索 双人沙发含靠垫。 
宽118×深69×高69cm座面：宽107×深48×高38cm 
涂粉末漆钢，塑料和聚酯纤维。 
白色/绿色/米色 504.632.91 ￥499

HÖGSTEN 赫斯顿 扶手椅  
宽74×深78×高93cm 
座面：宽44×深50×高33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302.098.66 ￥499

KLÖVEN 克罗文 扶手椅 
宽76×深81×高73cm 
座面：宽62×深60×高33cm 实心桉木。 
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HÅLLÖ 哈露 或KUNGSÖ 康索 坐垫和靠垫。
黑褐色 304.109.39 ￥599

扶手椅和沙发

BRUSEN 布鲁森 三人沙发 
宽146×深64×高75cm座面：宽120×深52×高42cm
涂粉末漆钢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椅垫（50x50cm）。 
红色 504.363.54 ￥2499

HUSARÖ 胡萨罗 扶手椅。  
宽64×深80×高102cm座面：宽57×深48×高42cm
涂粉末漆镀锌钢，聚酯纤维/TPE和塑料。 

深灰色 804.107.48 ￥799

HÖGSTEN 赫斯顿 椅子带扶手，户外。 

白色 402.098.61 ￥499

GUBBÖN 古贝恩 摇椅 室内/户外。 
宽63×深96×高102cm 座面：宽56×深48×高46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804.792.62 ￥599

VINGSÖN 温斯约恩 带垫靠背椅，户外/室内。

694.336.03 ￥000

RISHOLMEN 里斯霍 靠背椅，户外/室内。

白色 005.037.94 ￥1399

户外扶手椅、沙发、
桌子和矮凳

轻松享受休闲时光 
何必给居住空间设限？你可以轻松在户外打造一方休闲之所。先摆上模块化或独立沙发、扶手
椅和一两个矮凳。再加上一张茶几或边桌，这样你（和客人）就有地方放置食物饮品。你可以
不时从室内抽身出来休息一下，带着书、棋盘游戏、智能手机或零食，享受悠闲的户外时光。

户外休闲和放松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扶手椅 
宽77×深81×高73cm 实心桉木。  
座面：宽62×深62×高30cm 可搭配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坐垫和靠垫。 
灰色 104.206.61 ￥7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双人沙发  
宽139×深81×高73cm实心桉木。 
座面：宽124×深62×高30cm 可搭配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坐垫和靠垫。 
灰色 504.206.64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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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PPLARÖ 阿普莱诺 边桌/矮凳 
63×63cm，高28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002.134.45 ￥2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茶几  
宽60×长111cm，高47cm 实心桉木。 
灰色 404.206.74 ￥7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长几  
宽46×长111cm，高74cm 实心桉木。 
灰色 104.206.18 ￥799

SOLLERÖN 索勒伦 茶几  
长92×宽62，高51cm 涂粉末漆钢、铝和塑料。

炭黑色/深灰色 804.245.90 ￥699

 

茶几和边桌

KROKHOLMEN 克洛克霍蒙 边桌 
直径50cm，高60cm 涂粉末漆钢/镀锌钢和塑料。

米色 004.554.01 ￥249
灰色 404.554.04 ￥249

KROKHOLMEN 克洛克霍蒙 茶几  
直径73cm，高44cm 涂粉末漆钢/镀锌钢和塑料。

米色 503.927.41 ￥249

 

HUSARÖ 胡萨罗 边桌 
涂粉末漆镀锌钢和塑料。长49×宽49cm， 
桌面高51cm，含把手高73cm。
深灰色 204.107.46 ￥399

 

KUNGSHATT 昆沙特 托盘桌 室内/户外。 
镀锌钢，涂粉末漆钢。

深灰色/灰色 504.626.92 ￥149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00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KROKHOLMEN 克洛克霍蒙 
茶几直径73cm，高44cm。  
米色。503.927.41

￥24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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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沙滩躺椅、
沙滩椅、吊床等

户外休闲和放松 户外休闲和放松

ÄPPLARÖ 阿普莱诺 沙滩躺椅 
长199×宽71×高33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702.085.44 ￥799

BUSSAN 布松 懒人沙发 室内/户外。 
长94/187×宽67×高20/70cm 聚酯纤维和塑料。 
这款懒人沙发用途丰富，可以折叠成一个直立的休闲椅，
也可以展开成一个较低的躺椅。

灰色 103.129.11 ￥599

SKARPÖ 思卡伯 休闲椅  
座面：宽53×深49×高37cm 塑料。

白色 502.341.86 ￥399
深米色 604.530.79 ￥399

沙滩躺椅、沙滩椅、吊床等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通过你的独特方式放松休息
在树荫下冥想，或在泳池边喝上一杯冰饮，享受日光浴——你可以纵享独处的放松时光。 
因此宜家为你提供众多惬意选择，比如沙滩躺椅、沙滩椅、休闲椅和懒人沙发，帮助你放松休息。
想要更加悠游自在的独处时光？我们甚至还提供吊床。有了吊床支架，无需海滨棕榈树，你也
可以轻松支起吊床。不论你选择何种放松方式，别忘了戴顶草帽。是的，草帽我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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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憩一段时光
我们厚厚的软垫帮助你舒服地小憩，或是获得惬意的用餐体验。多种颜色选择，为你的户外座
椅增添了一份别致格调。许多靠垫都采用特殊的染色方式，不易褪色，而且还具备防水特性，
阵雨来了也不必担心，雨后将水滴抖落即可。许多靠垫都可以双面使用，因此使用寿命更长。
绑带和/或带子可以将椅垫和垫芯牢牢固定在椅子上。许多靠垫的垫套都可拆卸并机洗， 
即使沾到融化的冰淇淋，也可以轻松清洗干净

户外舒适
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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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舒适靠垫户外舒适靠垫

FRÖSÖN 福勒森 沙滩躺椅垫套 190×60cm。需搭配
190×60cm 的DUVHOLMEN 杜夫侯姆 沙滩躺椅垫心。 

米色 905.098.81 ￥199
深灰色 005.098.90 ￥19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沙滩躺椅垫心(190×60cm)。
厚5cm。

灰色 705.099.24 ￥200

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和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FRÖSÖN 福勒森 和全新JÄRPÖN 雅普 靠垫系列的垫套都与DUVHOLMEN 
杜夫侯姆 垫心分开出售。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现在你只需 
更换垫套，就能轻松变换户外空间的外观。垫套的鲜亮色彩能更持久，因为
我们采用了独特的纱线染色工艺，不易褪色。 
另外，你也不用担心靠垫在座位上滑动，因为大多数FRÖSÖN 福勒森 垫套
都配有带子，有助靠垫保持原位，而JÄRPÖN 雅普 垫套的底部则添加了防
滑垫。

遇到小雨天气，你还可以轻松将雨水抖掉，因为JÄRPÖN 雅普 和FRÖSÖN  
福勒森 两个系列均采用了防水处理，且未添加全氟化物。垫套脏了后机洗 
即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垫套布料至少90%为回收聚酯，大大减少了新原
料的使用，从而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用起来更安心自在。

此外，JÄRPÖN 雅普 垫套配有滚边，设计上别具特色。每一款垫套均有衬垫，
增加座位舒适性。

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JÄRPÖN 雅普 垫套：100%聚酯。底面：聚酯、合成橡胶。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垫心：填充物：聚酯填料/聚氨酯海绵。不可水洗。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FRÖSÖN 福勒森 座椅/靠背垫套 116×45cm 搭配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座垫/靠垫垫心

米色 803.917.21 ￥99
深灰色 003.917.20 ￥99
深米绿色 404.793.44 ￥99

FRÖSÖN 福勒森 椅垫套 直径35cm 搭配直径35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米色 503.917.27 ￥39.99
深灰色 203.917.24 ￥39.99
深米绿色 904.793.27 ￥39.99

FRÖSÖN 福勒森 椅垫套 44×44cm 搭配44×44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米色 703.917.26 ￥49.99
深灰色 903.917.25 ￥49.99
深米绿色 104.793.31 ￥49.99

FRÖSÖN 福勒森 椅垫套 50×50cm 搭配50×50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米色 704.129.36 ￥ 49
深灰色 304.129.38 ￥ 49
深米绿色 204.793.35 ￥ 4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直径35cm 厚4cm

灰色 003.918.62 ￥  3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44×44cm 厚5cm

灰色 503.918.45 ￥5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座垫/靠垫垫心包括： 
1个坐垫(45×42cm)和1个靠垫(45×71cm)。厚5cm

灰色 003.918.57 ￥10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50×50cm 厚5cm

灰色 504.178.93 ￥70

FRÖSÖN 福勒森 坐垫套 62×62cm 搭配62×62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心。 

米色 403.917.23 ￥ 79
深灰色 603.917.22 ￥ 79
深米绿色 404.793.39 ￥ 79

FRÖSÖN 福勒森 靠垫套 62×44cm 搭配62×44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背内芯。 

米色 103.917.29 ￥ 59
深灰色 303.917.28 ￥ 59
深米绿色 804.793.23 ￥ 5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背内芯 62×44cm 厚14cm 

灰色 903.918.34 ￥ 80

FRÖSÖN 福勒森 垫套：100%聚酯，可机洗。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垫心：填充物：聚酯填料/聚氨酯海绵。不可水洗。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心 62×62cm 厚12cm 

灰色 303.918.51 ￥150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JÄRPÖN 雅普 椅垫套 50×50cm搭配50×50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炭黑色 804.453.14 ￥9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50×50cm 厚5cm

灰色 504.178.93 ￥7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心 62×62cm 厚12cm 

灰色 303.918.51 ￥15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背内芯 62×44cm 厚14cm 

灰色 903.918.34 ￥80

JÄRPÖN 雅普 坐垫套 62×62cm搭配62×62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心。 

炭黑色 804.453.28 ￥149

JÄRPÖN 雅普 靠垫套 62×44cm 搭配62×44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背内芯。 

炭黑色 304.452.98 ￥99

JÄRPÖN 雅普 椅垫套 44×44cm搭配44×44cm 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炭黑色 204.834.79 ￥79

JÄRPÖN 雅普 座垫/靠垫垫套 116x45cm 搭配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座垫/靠垫垫心

炭黑色 004.834.75 ￥19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座垫/靠垫垫心包括： 
1个坐垫(45×42cm)和1个靠垫(45×71cm)。厚5cm

灰色 003.918.57 ￥10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44×44cm 厚5cm

灰色 503.918.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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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舒适靠垫户外舒适靠垫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座垫/靠垫和靠垫可为户外座椅增添传统气息，
配有系带，可固定在位。该系列靠垫两面可用，因此可使用更长的时间。 
所用防褪色布料以更可持续的工艺染色，即使经受日晒也能持久保持色彩。
这种原液染色工艺减少了水和染料的消耗，与传统染色工艺相比， 

色牢度更高。坐垫配有可拆卸机洗的垫套；底面的防滑垫有助坐垫保持 
固定不移位。

布料：100%聚酯纤维填充物：聚氨酯海绵。手洗。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36×32cm 厚6cm

米色 004.110.68 ￥29.99
灰色 904.110.83 ￥29.99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44×44cm 厚7cm

米色 804.110.88 ￥49.99
灰色 304.111.04 ￥49.99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50×50cm 厚7cm

米色 704.179.10 ￥69.99
灰色 604.179.20 ￥69.99

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 62×62cm 厚度：8cm 
垫套：100%聚酯。内层布料：无纺聚丙烯纤维。 
填充物：聚酯填料/聚氨酯海绵。垫套可机洗， 
垫心不可水洗。
米色 204.111.09 ￥129
灰色 104.111.24 ￥129

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62×44cm 厚度：6cm

米色 204.110.48 ￥69.99
灰色 104.110.63 ￥69.99

KUDDARNA 库达那 座垫/靠垫 座深42， 
靠背高72，宽45cm厚7cm
米色 004.111.29 ￥149
灰色 904.111.44 ￥149

KUDDARNA 库达那 沙滩躺椅垫 190×60cm厚7cm

米色 304.808.33 ￥249
灰色 104.808.34 ￥249

KUDDARNA 库达那

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116×49cm， 
高35cm 适用于ÄPPLARÖ 阿普莱诺 储物式长凳 128×57cm 
黑色 402.923.27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 129×44cm，高79cm

黑色 904.114.41 ￥399

BRÄMÖN 布兰莫 椅子垫 室内/户外。 
34x34cm，厚1cm。

灰米色 404.846.61 ￥9.99

KLÖSAN 克略桑 椅垫 直径35cm。厚7cm。

蓝色 605.099.48 ￥39.99

KLÖSAN 克略桑 椅垫 44×44cm，厚度：7cm。

蓝色 505.099.39 ￥69.99

BRÄMÖN 布兰莫 KLÖSAN 克略桑

防护储物袋和储物盒

BRÄMÖN 布兰莫 室内和室外使用皆宜。 
椅子垫两面一样，因此可翻转使用，两面保持 
均匀的磨损程度。

布料：100%聚酯纤维填充物：聚氨酯海绵。 
手洗。

这款靠垫两面可用，因此可使用更长时间。
布料采用再生聚酯纤维制成。通过变废为宝， 
我们朝着更可持续的未来又迈进了一步。

垫套：100%聚酯纤维（100%再生）。 
填充物：100%聚酯中空纤维（100%再生）。 
手洗，水温最高40℃。

户外靠垫不使用时，为免受日晒、污垢、灰尘
和花粉侵害，建议将靠垫存放在储物袋或储物
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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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你的个性风格
添置合适的柔软靠垫，秀出你的个性。无论你喜欢淡淡的色调、充满视觉冲击的流行色彩或醒
目的印花图案，都可以在宜家丰富多样的户外装饰靠垫中尽情挑选。专为户外设计的靠垫大多
采用原液染色工艺，有效防褪色，也更环保。而且大多数靠垫均采用防水设计，遇到小雨天气，
只需轻松将雨水抖掉即可。不使用靠垫时，建议保持靠垫洁净，并存放于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袋和储物箱或VRENEN 乌列恩 储物盒中。

装饰靠垫
和休闲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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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靠垫和休闲毯装饰靠垫和休闲毯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纺织品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此类防水防褪色靠垫专为户外使用设计，但也可以在室内使用。 

TOFTÖ 托夫特 垫套50×50 cm。 
垫套：100%聚丙烯（其中至少40%为再生材料）。
衬里：100%聚酯纤维（其中至少90%为再生 
材料）。钩针编织套由技艺精湛的工匠手工 
制作，每个编织套都独一无二。可机洗。 
适合50×50cm 的垫心。户外使用时， 
需搭配使用50×50cm的INNER 英内尔 垫心。
米色 805.099.52 ￥79.9

GULLBERGSÖ 古倍瑟 垫套 100%聚酯纤维 
（其中至少90%为再生材料）。可机洗。 
适合50×50cm 的垫心。户外使用时， 
需搭配使用50×50cm 的INNER 英内尔 垫心。
红色/圆点图案 405.098.74 ￥39.99
红色/条纹 505.122.96 ￥39.99

如何组合搭配靠垫 

INGABRITTA 因阿布里塔 休闲毯 130×170cm 
材质：80%腈纶，20%棉。可机洗。
灰白色 103.522.71 ￥199

INGRUN 英格鲁恩 休闲毯 130×170cm 
材质：87%腈纶，13%棉。可机洗。 
灰色 604.093.93 ￥79.99
白色 004.093.91 ￥79.99
深绿色 904.927.34 ￥79.99

INNER 英内尔 垫心 白色。聚丙烯/聚酯。可机洗。

50×50cm 402.621.94 ￥ 20
40×65cm 902.308.98 ￥ 20

下面是专为户外设计的靠垫。由于垫套防水，因此遇到小雨
天气，可轻松将雨水抖掉。垫套经过防褪色处理，可以长久

保持鲜艳色彩。当然，你也可以将靠垫放在室内使用。

虽然室内靠垫不防水，也不防褪色，但仍然适合在户外偶尔
使用，点缀户外空间。为了令靠垫保持清新鲜艳，在户外阳

光下使用完后，记得把它们带回室内。

户外/室内靠垫 毯子

室内靠垫

想让你的户外沙发和室内沙发一样舒适又时尚？只需要组合
搭配几个靠垫就可以做到！利用我们的室内/户外靠垫， 

按照下面的简单三步做就可以了。这些靠垫采用匹配设计，
组合搭配更轻松。

实用提示： 
我们所说的主要是垫套。你也需要搭配相应的垫心或内垫。 
如果你风格更大胆或已经有心仪的印花图案，也可以把顺序 
颠倒过来。 

1. 首先选择你喜欢的中性色调座垫和靠垫，打造基础的
舒适体验。通常是厚实、带衬垫、较大的靠垫，并搭
配如第XX页上的FRÖSÖN 福勒森 垫套。  

2. 添加一种或两种纯色 

3. 选择一种印花图案，如条纹、纽扣或抽象图案。在对
开页上挑选装饰靠垫，如GULLBERGSÖ 古倍瑟 或其
他系列的靠垫。然后你就可以坐下放松一下了！

SOLMOTT 苏默特 垫套 50×50cm。 
100%棉适合50x50cm 的垫心。
粉色多色/
条纹 205.136.31 ￥19.99

EBBATILDA 艾芭达 垫套 50×50cm 
100%棉适合50x50cm 的垫心。
灰绿色 804.930.17 ￥19.99
锈红色 504.929.48 ￥19.99

PRAKTSALVIA 普拉萨维亚 垫套 50×50cm。 
100%棉适合50x50cm 的垫心。
炭黑色 105.115.76 ￥12.99
棕色 005.115.72 ￥12.99

GURLI 格尔利 垫套 50×50cm70%棉， 
30%粘胶纤维/人造丝。适合50x50cm 的垫心。
淡蓝色 104.334.18 ￥29.99

STORTIMJAN 斯托提姆 垫套 50×50cm。 
100%棉适合50x50cm 的垫心。
黑色/米色 305.069.65 ￥49.99

LYKTBÄRARE 利可白 垫套 50×50cm。 
100%棉适合50x50cm 的垫心。
浅米色/
多色 605.138.51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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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所有阳伞和凉亭均采用防紫外线的聚酯布料。下面是我们不同的防晒指数的含义：

高级防护50+布料的UPF值（紫外线防护
系数）为50+，表示可阻挡98%的紫外线
辐射。

中级防护25+布料的UPF值（紫外线防护
系数）为25+，表示可阻挡96%的紫外线
辐射。

初级防护15+布料的UPF值（紫外线防护
系数）为15+，表示可阻挡93%的紫外线
辐射。

享受荫凉与私密
享受户外生活的同时，也意味着置身于大自然的所有利弊之中，更免不了邻居好奇的目光或其他
城市生活的影响。凉棚和阳伞可以为你遮挡阳光与风雨，抵挡紫外线的侵害。宜家部分阳伞采用
防水设计，下小雨或阵雨时也不用担心。你还可以在凉棚上添加LAPPÖN 拉邦 蚊帐或KARLSÖ 
卡尔索 带帘凉亭，营造额外的舒适气氛。而屏风则能为你遮挡好奇的视线，更安心自在。

凉棚、阳伞、
凉篷和屏风

请注意：阳伞和凉棚不能提供反射或散射太阳紫外线辐射的针对性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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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棚、阳伞、凉篷和屏风凉棚、阳伞、凉篷和屏风

阳伞底座

HUVÖN 户维恩 阳伞底座长56×宽56cm 重量：40公斤。
混凝土。适用于以下阳伞：KUGGÖ 库格约/LINDÖJA  
林德亚、KUGGÖ 库格约/VÅRHOLMEN 沃洪门、BETSÖ 
贝索/LINDÖJA 林德亚、BETSÖ 贝索/VÅRHOLMEN  
沃洪门、LJUSTERÖ 丽特罗、HÖGÖN 霍格约 和 
SAMSÖ 桑索。
灰色 104.571.07 ￥500

HUVÖN 户维恩 阳伞底座 45cm 

灰米色 704.571.09 ￥170

BRAMSÖN 勃拉姆森 阳伞底座长40×宽29cm 
重量：15公斤。花盆38mm，深度最小25mm。 
混凝土和塑料。适合FLISÖ 弗利索 阳伞。
黑色  602.657.85 ￥200

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长99×宽99×高11cm 聚丙烯
塑料。适用于十字底座的悬挂阳伞。阳伞底座必须填满 
沙子。大约需要64升的沙子（约90公斤）。
深灰色 502.853.31 ￥400

GRYTÖ 格莱特 阳伞底座直径60cm 聚丙烯塑料。适用于
以下阳伞：KUGGÖ 库格约/LINDÖJA 林德亚、KUGGÖ 
库格约/VÅRHOLMEN 沃洪门、BETSÖ 贝索/LINDÖJA  
林德亚、BETSÖ 贝索/VÅRHOLMEN 沃洪门、LJUSTERÖ 
丽特罗、HÖGÖN 霍格约、SAMSÖ 桑索。深度最小
30mm，最大50mm。阳伞底座必须填满沙子。 
大约需要25升的沙子（约35公斤）。
深灰色 703.146.91 ￥300

LJUSTERÖ 丽特罗 阳伞 直径400，高295cm， 
杆直径48mm 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纤维。 
布重：20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阳伞必须固定 
于稳固的物体上，如墙壁或树木，并用随附的绳索固定 
在地面上。不包括将阳伞固定在地面上的地钉。阳伞篷 
可拆下手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GRYTÖ 格莱特或 
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米色 502.603.16 ￥499

SAMSÖ 桑索 阳伞 倾斜，直径200cm，高度可在165至
230cm之间调节，杆直径32mm 涂粉末漆钢和100%聚
酯纤维。布重：170克/平方米。布料：UPF 25+。适用于
HUVÖN 户维恩、GRYTÖ 格莱特或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米色 103.118.17 ￥199

KUGGÖ 库格约/LINDÖJA 林德亚 阳伞 倾斜，直径300，
高240cm，杆直径38mm 涂粉末漆铝、钢和100%聚酯。
布重：米色200克/平方米，黑色和蓝色180克/平方米。 
布料：UPF 50+。阳伞篷可拆下机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GRYTÖ 格莱特或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米色 992.674.63 ￥499
黑色 692.678.03 ￥499
深蓝色 292.914.47 ￥499
米绿色 994.135.39 ￥499

LILLEÖ 里略 倾斜式阳伞150×100cm，杆直径32mm。 
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纤维（其中至少90%为再生材料） 
布重：165克/平方米。布料：UPF 25+。适用于
BRAMSÖN 勃拉姆森 阳伞底座。
灰色 705.046.34 ￥179

TVETÖ 特威铁 阳伞 180×145cm，倾斜。

灰米色/白色 004.806.22 ￥129

阳伞

KUGGÖ 库格约/VÅRHOLMEN 沃洪门 阳伞 倾斜， 
直径300，高240cm，杆直径38mm 涂粉末漆铝、 
钢和100%聚酯。布重：25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 
阳伞篷可拆下机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 
GRYTÖ 格莱特或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米色 793.247.18 ￥599
深灰色 494.136.31 ￥599

BETSÖ 贝索/VÅRHOLMEN 沃洪门 阳伞 倾斜， 
直径300，高243cm，杆直径48mm 涂粉末漆铝、 
钢和100%聚酯。布重：25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
阳伞篷可拆下机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 
GRYTÖ 格莱特或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褐木纹/米色 093.203.61 ￥899
褐木纹/深灰色 191.136.18 ￥899

BAGGÖN 巴根 阳伞 悬挂。直径250，高250cm 
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纤维。布重：150克/平方米。 
布料：UPF 15+。必须搭配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 
使用（或使用4块混凝土砖，尺寸不得小于30×30cm， 
总重不少于50公斤）。
白色 702.602.83 ￥499

HÖGÖN 霍格约 阳伞 悬挂，直径270， 
高239cm 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纤维。
布重：170克/平方米。布料：UPF 25+。必须搭配
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使用（或使用4块混凝土砖，
尺寸不得小于50×50cm，总重不少于90公斤）。
白色 804.453.52 ￥599

悬挂式阳伞

SEGLARÖ 西格拉 凉篷 330x240cm。如果你是在2018年
之后购买的SEGLARÖ 西格拉 悬挂式阳伞，则可将其用作
SEGLARÖ 西格拉 的额外遮篷。
米色 505.002.03 ￥499

HÖGÖN 霍格约 阳伞 直径270，高239cm，杆直径38mm
涂粉末漆铝、钢和100%聚酯。布重：170克/平方米。 
布料：UPF 25+。阳伞篷可拆下机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GRYTÖ 格莱特或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白色 004.114.31 ￥299

BETSÖ 贝索/LINDÖJA 林德亚 阳伞 倾斜，直径300， 
高243cm，杆直径48mm 涂粉末漆铝、钢和100%聚酯。
布重：20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阳伞篷可拆下 
机洗。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GRYTÖ 格莱特或 
LÖKÖ 劳克 阳伞底座。 
褐木纹/米色 993.247.22 ￥799
褐木纹/黑色 093.247.26 ￥799
褐木纹/深蓝色 293.247.30 ￥799
褐木纹/米绿色 694.135.74 ￥799

SEGLARÖ 西格拉 阳伞 悬挂，倾斜。
长330×宽240×高260cm 涂粉末漆铝、钢和100%聚酯。布
重：20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阳伞可以360度旋
转，可轻松转动以遮挡不同区域。必须搭配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使用（或使用4块混凝土砖， 
尺寸不得小于50×50cm，总重不少于90公斤）。
米色 103.878.69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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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伞 阳伞篷 阳伞底座
VÅRHOLMEN 

沃洪门 
LINDÖJA  

林德亚 
HUVÖN 户维恩 

56cm
HUVÖN 户维恩 

45cm
GRYTÖ 格莱特 

60cm
BRAMSÖN 勃拉姆森

40×29cm
SVARTÖ 斯瓦尔多

99×99cm

BETSÖ 贝索  
阳伞架
直径300cm 

KUGGÖ 库格约  
阳伞架
直径300cm

TVETÖ 特威铁  
阳伞
180×145cm

SAMSÖ 桑索  
阳伞
直径200cm

HÖGÖN 霍格约  
阳伞
直径270cm

LJUSTERÖ 丽特罗  
阳伞 
直径400cm 

BAGGÖN 巴根  
悬挂式阳伞
直径250cm

HÖGÖN 霍格约  
悬挂式阳伞 
（X型底座） 
直径270cm

SEGLARÖ 西格拉 
悬挂式阳伞 
（X型底座）
330×240cm

凉棚、阳伞、凉篷和屏风

为了方便将阳伞篷放入洗衣机清洗，我们开发了可拆卸的
阳伞。KUGGÖ 库格约、BETSÖ 贝索 和OXNÖ 奥克诺 阳
伞架由杆子和伞骨组成，而且可以倾斜！LINDÖJA 林德亚 
和VÅRHOLMEN 沃洪门 阳伞篷可轻松安装在KUGGÖ 库格

约、BETSÖ 贝索 和OXNÖ 奥克诺 阳伞架上。可拆卸的阳伞
篷提供米色、黑色或深蓝色选择，方便你变换阳伞外观。 
最后记得添加一个稳固的底座，这样你就能在荫凉的阳伞 
下享受惬意时光。

首先，你要确定需要一把立式阳伞（KUGGÖ 库格约 或BETSÖ 贝索），还是悬挂式阳伞
（OXNÖ 奥克诺）。这主要取决于你有多大的空间以及期望的遮阳方式，当然也取决于你

喜欢的外观风格。悬挂式遮阳伞的优点是没有杆挡着或遮挡视线。 

下面概览图表中已列明哪些阳伞篷和阳伞架分开出售，适合搭配组合。此外，为了方便你
购买，我们还提供了现成组合。 

详情请参阅前面跨页（第XX页）

更易护理，更耐用

如何组装阳伞

选择阳伞架

要么

选择阳伞篷 选择阳伞底座

凉棚、阳伞、凉篷和屏风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HIMMELSÖ 希梅瑟 凉棚
300×300cm
深灰色/米灰色 504.806.29 ￥1499

HIMMELSÖ 希梅瑟 凉亭帘

灰米色 304.789.86 ￥499

HIMMELSÖ 希梅瑟 露台帐

灰米色 004.789.83 ￥349

GUNNÖN 阿姆洛 凉棚
238×233cm
深灰色/灰色 904.806.27 ￥799

凉棚

凉篷和屏风

YTTERSKÄR 伊特斯克 屏风，户外。185x150cm。

灰色 905.094.85 ￥349

SOLIG 索利格 蚊帐直径150cm，高300cm 
100%聚酯纤维
白色 601.848.31 ￥129

SLÄTTÖ 斯拉托 屏风长211×高170cm实心相思木、 
聚酯和聚乙烯。
黑色 902.853.34 ￥799

阳伞套

为保护你的阳伞不使用时免受灰尘、日晒、雨水、灰尘和花粉侵扰，我们建
议你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罩。

TOSTERÖ 托斯特洛 阳伞套 长220cm直径38cm，最小处
直径35cm。适用于以下阳伞：OXNÖ 奥克诺/LINDÖJA 
林德亚、OXNÖ 奥克诺/VÅRHOLMEN 沃洪门、HÖGÖN 
霍格约（悬挂）、SEGLARÖ 西格拉、KARLSÖ 卡尔索、 
BAGGÖN 巴根 和LJUSTERÖ 丽特罗。
黑色 803.245.62 ￥149

TOSTERÖ 托斯特洛 阳伞套 长160cm，最大直径19cm， 
最小直径13cm。适用于以下阳伞：KUGGÖ 库格约/
LINDÖJA 林德亚、KUGGÖ 库格约/VÅRHOLMEN 沃
洪门、BETSÖ 贝索/LINDÖJA 林德亚、BETSÖ 贝索/
VÅRHOLMEN 沃洪门、HÖGÖN 霍格约、SAMSÖ 桑索 和
FLISÖ 弗利索。
黑色 402.923.32 ￥79.99

组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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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温馨之夜
太阳下山并不意味着户外的快乐时光就要告一段落！在你喜欢的角落，打开灯，根据心情用户
外照明营造合适氛围。从吊灯、台灯和落地灯，到灯串和蜡烛灯，各式灯具任你挑选。几乎 
所有SOLVINDEN 索文顿 照明均采用太阳能电池，将阳光转化成电能，因此你不用担心电费 
账单，也无须因为杂乱的电线和插头而头疼。在凉爽的夜晚，BROKÖ 布洛克 户外火篮还能 
为你带来一抹暖意。

户外照明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86 87

户外照明

BORRBY 鲍比 阔形蜡烛带灯罩 室内/户外。钢和玻璃。长
15×宽15cm 
高28cm，黑色 501.561.12 ￥39.99
高28cm，白色 102.701.43 ￥39.99

ENRUM 恩鲁姆 烛台灯 室内/户外，22cm 

黑色 204.451.14 ￥29.9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电池供电台灯 高16cm 

白色 405.136.87 ￥29.99

STORHAGA 斯多哈 LED台灯外形状似复古煤油灯。采用
可调光设计，用途灵活——适用于室内和户外，可搭配电
线或充电电池使用。非常适合用于阳台或露台。 

404.327.33 ￥24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装饰照明，桌面，12cm， 
电池供电，室内。 
红色 205.147.20 ￥29.9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装饰照明，桌面，13cm， 
室外/电池供电，罐装，透明。 

805.146.99 ￥39.99

台灯和落地灯

户外照明

蜡烛灯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照明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灯串和装饰品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灯串，12个灯泡，电池供电，室外 

贝壳 105.146.88 ￥79.9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灯串，12个灯泡，电池供电，室外 

星形 905.146.94 ￥79.99

UTSUND 乌森 LED灯串，12个灯泡 电池供电。 
线长：4.9m。
黑色 804.211.34 ￥99.99

LEDLJUS 列德里斯 LED灯串，24个灯泡线长：7.5m

黑色 503.574.41 ￥99.9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灯串，12个灯泡，电池供电。线
长：3.6m。
白色 205.137.25 ￥79.9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灯串，12个灯泡，室外。 

黄色 405.185.95 ￥249

SOLVINDEN 索文顿 LED灯串，12个灯泡，电池供电，室外 

白色 205.139.90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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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户外空间
如果你曾经在家中铺新地毯或换上新地板，一定能感受到它们焕新室内空间的魔力。在户外空间
也是一样。轻松改造新阳台，划出一个用餐区，或铺上户外地毯或地板饰面，阻隔炎热的地面，
双脚踏在上面更舒适。丰富多样的地毯提供了不同尺寸、抢眼图案和中性色调设计，总有一款 
适合你的风格。UTLÄNGAN 乌特隆安、RUNNEN 鲁恩、MÄLLSTEN 梅斯田和ALTAPPEN 奥塔彭 
地板饰面易于安装，轻松扣合各部件即可。你甚至可以将MÄLLSTEN 梅斯田 和RUNNEN 鲁恩  
系列组合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外观。出色混搭不同颜色和材质的RUNNEN 鲁恩 和MÄLLSTEN 
梅斯田 地板饰面，探索无尽可能。

户外地板
和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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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地板和地毯 户外地板和地毯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地毯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1 2

计算所需的地板饰面件数:

RUNNEN 鲁恩 和ALTAPPEN 奥塔彭 地板饰面可以切割，以贴合角落或立柱。 

将户外区域的长度乘以宽度，计算出你的户外面积。 
示例：宽度3m×5m=15m² 

计算要从总面积中减去的任何面积，例如柱子或拐角。  

示例：  
墙角宽0.5m×长1.0m=0.5m² 
15m²–0.5m²=14.5m² 

将总面积除以方形地板饰面面积0.81后取整（以确保地板饰面数量足够） 

示例：  
14.5m²÷0.81=17.90  
向上取整到18件。

户外地板

面积 包装数量 总价
RUNNEN 鲁恩  
褐色着色

总价
RUNNEN 鲁恩 
灰色或深灰色

总价  
RUNNEN 鲁恩  
人造草坪

总价  
ALTAPPEN 奥塔彭 
浅灰色或浅蓝色

面积 包装数量 总价
UTLÄNGAN  
乌特隆安
棕色或灰色着色

2m2 3包 ￥507 ￥507 ￥897 ￥297 2m2 3包 ￥747

5m2 7包 ￥1183 ￥1183 ￥2093 ￥693 5m2 6包 ￥1494

7m2 9包 ￥1521 ￥1521 ￥2691 ￥891 7m2 8包 ￥1992

10m2 13包 ￥2197 ￥2197 ￥3887 ￥1287 10m2 12包 ￥2988

12m2 15包 ￥2535 ￥2535 ￥4485 ￥1485 12m2 14包 ￥3486

18m2 23包 ￥4225 ￥4225 ￥6877 ￥2277 18m2 20包 ￥4980

20m2 25包 ￥4225 ￥4225 ￥7475 ￥2475 20m2 23包 ￥5727

25m2 31包 ￥5239 ￥5239 ￥9269 ￥3069 25m2 28包 ￥6972

30m2 37包 ￥6253 ￥6253 ￥11063 ￥3663 30m2 34包 ￥8466

下面是现成的计算结果指南：

你可以使用户外地板计算工具，确定需要多
少包地板饰面才能覆盖整个空间的面积。

扫描此二维码，访问户外地板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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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EN 鲁恩 地板饰面 户外，0.81m²，9件。长30×宽30×高2cm可与不同颜色和材料的RUNNEN 鲁恩 和MÄLLSTEN 梅斯田 
地板饰面组合使用。 

深灰色塑料 302.381.14 ￥149 褐色相思木 302.342.29 ￥169
米色 604.767.35 ￥149 人造草坪 303.131.32 ￥169

ALTAPPEN 奥塔彭 地板饰面 户外，0.81m²，9件。 
长30×宽30×高0.6cm聚丙烯塑料。只能与ALTAPPEN  
奥塔彭 地板饰面组合使用。
浅灰色 704.208.99 ￥99
浅蓝色 104.209.01 ￥99

UTLÄNGAN 乌特隆安 地板饰面 户外，0.9m²，5件。

棕色 504.804.17 ￥249
灰色 204.453.45 ￥249

RUNNEN 鲁恩 封边条 户外地板饰面，4件。

深灰色 304.941.42 ￥20

RUNNEN 鲁恩 转角件 户外地板饰面，2件。

深灰色 904.941.39 ￥10

户外地板和地毯

户外地板

RUNNEN 鲁恩
地面饰面，户外，  
深灰色。塑料。  
9件，0.81m² 302.381.14

￥149/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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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地板和地毯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地毯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n

VIRKLUNDA 维克隆达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80×长150cm。一款百搭地毯，饰有经典条纹图案， 
可摆放在室内或户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过一段时间想要
有点新鲜感，只需把地毯翻过来即可，因为背面一样饰
有谐美的图案。
白色/米色/深灰色  805.179.47 ￥149

MORUM 莫鲁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宽80×长200cm 
表面：100%聚丙烯。背衬：合成乳胶。
深灰色 902.035.74 ￥249

VRENSTED 弗伦斯泰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133×长195cm 地毯两面可用，不时翻转使用，地毯更
耐磨损，有助延长地毯的使用时间。这款地毯可以摆放
在不同的角落使用。采用易于护理的聚丙烯制成，十分
耐磨损，室内户外都适用。地毯两面可用，方便你随时
切换不同外观。
米色/浅蓝色 604.951.97 ￥249

TÖMMERBY 同莫比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160×长230cm 地毯两面可用，不时翻转使用，地毯更
耐磨损，有助延长地毯的使用时间。这款地毯装饰现代艺
术图案或像跑道般的俏皮图案设计。一款多用途的地毯，
适合室内或户外使用。不妨为家里那位小小运动员的 
房间添置一张。将地毯翻转，就能切换不同的配色图案。
深绿色/米白色 404.952.02 ￥499

VIRKLUND 维克隆德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160×长230cm 一款百搭地毯，饰有经典条纹图案， 
可摆放在室内或户外的任何地方。如果过一段时间想要
有点新鲜感，只需把地毯翻过来即可，因为背面一样饰
有谐美的图案。
米色/深灰色 405.179.49 ￥499

户外地毯

MORUM 莫鲁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宽200×长300cm 
表面：100%聚丙烯。背衬：合成乳胶。地毯易于放置，
为室内增添一抹平静之感，或者何不试一试用它进行室外
改造呢？易于清洗，经久耐用，能够承受各种天气变化。
米色 101.982.94 ￥999
深灰色 601.982.96 ￥999

RODELUND 路德隆德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200×长250cm 地毯两面的图案一样，不时翻转使用，
地毯更耐磨损，有助延长地毯的使用时间。100%聚丙烯
纤维。褪色设计能为你的用餐区或户外休闲区增添休闲 
惬意的风格。地毯易于护理，能够承受日常的磨损、 
污渍、雨淋或暴晒。
米色 904.458.89 ￥699

MORUM 莫鲁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宽160×长230cm 
表面：100%聚丙烯。背衬：合成乳胶。
米色 002.035.64 ￥599
深灰色 202.035.58 ￥599

HODDE 胡德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宽200×长300cm 
100%聚丙烯纤维。地毯耐用防污，适合在室内或阳台 
使用，能够承受雨淋或暴晒。地毯两面可用，两面图案 
一致，拥有双倍使用寿命。
灰色/黑色 302.987.92 ￥799

SVALLERUP 斯瓦勒鲁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 
宽200×长200cm 100%聚丙烯。地毯两面可用，不时翻
转使用，地毯更耐磨损，有助延长地毯的使用时间。地毯
质地柔软，饰有经典黑白方格图案，适合室内或户外使
用。双面设计，非常适合铺垫在餐桌下使用，如果不小心
洒上了污渍，只要将地毯翻过来就能继续使用。
黑/白 704.352.16 ￥99

户外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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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升温
蔬菜。鱼。菠萝。今天准备了什么招牌菜式？不妨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烧烤炉，来一次户外烹饪。
烧烤炉、手推车和储放油和香草的独立橱柜都近在手边，碗盘也已准备就绪，可以直接将食物
从烧烤炉端上餐桌。全新GRILLSKÄR 格礼怀 系列可以帮助你打造一个完整的户外厨房，饭后 
洗碗也不在话下，能媲美你的室内厨房。烧烤炉带许多设计巧妙的功能，比如内置温度计、 
优质不锈钢烹饪炉架、拉出式烟灰盘和隔热手柄。 

户外烹饪



借助GRILLSKÄR 格礼怀 灵活的模块设计，个性化定制你的
户外厨房，打造丰富的储物空间和高效的操作区域，方便 
你准备食材、烹饪美食以及完成大餐之后的清洁工作。 
你可以自行选择直线型、L型或U型的户外厨房解决方案， 

如果空间允许，你还可以考虑是否需要放一张厨房岛台。 
你可以选择下方的单元，自由发挥创意，打造你梦想中的 
户外厨房，也可以直接选择现成组合。

GRILLSKÄR 格礼怀 户外厨房

GRILLSKÄR 格礼怀 独立橱柜搁架单元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86×高92cm 独立橱柜为你提供额外的储物
空间和一个实用的操作台面，你可以在这里准备烧烤的 
食材。搁架上有足够的空间放盘子、玻璃杯、厨具、 
油和其他烧烤用品。可移动的搁架由钢制成，经久耐用，
涂粉末表面易于擦拭干燥。 

 804.889.16 ￥999

GRILLSKÄR 格礼怀 柜门/边架/背板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86×高92cm 在GRILLSKÄR 格礼怀 独立橱
柜和水槽单元上安装带有后/侧板的柜门，可以将开放式
搁架变为户外厨房使用的封闭式橱柜。把你的厨房用具、
浅盘和碗具都妥善收纳进柜子，下一次烧烤派对时可以 
随取随用。柜门采用磁锁扣，确保紧密闭合。

304.889.14 ￥500

GRILLSKÄR 格礼怀 水槽组合 黑色/不锈钢，户外。 
宽61×长86×高92cm 如果你想在户外使用自来水，只需将
水槽连接到花园水管上。适合放置在烤架旁边方便你准备食
物，把用过的碗碟和刀具放在水槽中，保持工作台面干净整
洁。和在室内厨房操作一样得心应手。搁架上有充裕的空间
放烧烤工具和碗盘。

404.889.18 ￥12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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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烹饪户外烹饪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烹饪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燃气烧烤炉可以很快达到设定温度，在烹饪时帮助你精确 
控制火候。确保燃气瓶里有充足的燃气，按下按钮，大约 
10分钟后就可以开烤了！虽然燃气释放的烟比木炭少， 

但是蒸发条可以将肉汁蒸发掉，因此仍然可以品尝到可口的
烧烤风味。烹饪结束后，将炉头调至大火加热5分钟，燃烧
掉烹饪残留物，后续清洁更简单。

燃气烧烤炉，快速烤出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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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烹饪 户外烹饪

碳烤炉的烟熏味更浓，更符合传统的烧烤风味。你可以选择
木炭或煤球，打造一个用来直接烹饪的热火区域，和一个间
接烹饪的保温区域。甚至还可以做烘焙，炒菜或者烤披萨。
一般来说，碳烤炉可以达到比燃气更高的温度，但需要更长

的时间才能达到烹饪温度。我们建议在点燃碳烤炉后等待
30-40分钟——或者到木炭被烟灰覆盖——再放上食物。 
你可以通过盖子和烧烤炉前面的通风口来调节整体温度。 
烧烤结束后，关上盖子和通风口即可熄灭炭火。 

经典碳烤炉， 
享受传统风味 5. 烟灰盘可以轻松拉出，方便在烧烤结束后倾倒烟灰。 

6. 烤炉下方的搁架上可以放置配件、厨具、上菜盘和 
其他必需品，方便你将热气腾腾的烧烤从烤炉直接 
端到餐桌上。 

1. 烧烤炉盖子内置温度计，在烧烤的过程中无需打开盖子，
即可检查温度。 

2. 你可以通过调节盖子和烧烤炉前面的不锈钢通风口来调
节空气流通，从而达到需要的烧烤温度。  

3. 烹饪炉架采用优质不锈钢制造，经久耐用且不易生锈。 

4. 不锈钢隔热手柄。 

1 3

2

6

2

5

4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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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烹饪户外烹饪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借助GRILLSKÄR 格礼怀 灵活的模块设计，个性化定制你的
户外厨房，打造丰富的储物空间和高效的操作区域，方便 
你准备食材、烹饪美食以及完成大餐之后的清洁工作。 
你可以自行选择直线型、L型或U型的户外厨房解决方案，

如果空间允许，你还可以考虑是否需要放一张厨房岛台。 
你可以选择下方的单元，自由发挥创意，打造你梦想中的 
户外厨房，也可以直接选择现成组合。

GRILLSKÄR 格礼怀 户外厨房

GRILLSKÄR 格礼怀 独立橱柜搁架单元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86×高92cm 独立橱柜为你提供额外的储物
空间和一个实用的操作台面，你可以在这里准备烧烤的 
食材。搁架上有足够的空间放盘子、玻璃杯、厨具、 
油和其他烧烤用品。可移动的搁架由钢制成，经久耐用，
涂粉末表面易于擦拭干燥。 

 804.889.16 ￥999

GRILLSKÄR 格礼怀 柜门/边架/背板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86×高92cm 在GRILLSKÄR 格礼怀 独立橱
柜和水槽单元上安装带有后/侧板的柜门，可以将开放式
搁架变为户外厨房使用的封闭式橱柜。把你的厨房用具、
浅盘和碗具都妥善收纳进柜子，下一次烧烤派对时可以 
随取随用。柜门采用磁锁扣，确保紧密闭合。

304.889.14 ￥500

GRILLSKÄR 格礼怀 水槽组合 黑色/不锈钢，户外。 
宽61×长86×高92cm 如果你想在户外使用自来水，只需将
水槽连接到花园水管上。适合放置在烤架旁边方便你准备食
物，把用过的碗碟和刀具放在水槽中，保持工作台面干净整
洁。和在室内厨房操作一样得心应手。搁架上有充裕的空间
放烧烤工具和碗盘。

404.889.18 ￥12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单元

GRILLSKÄR 格礼怀 碳烤炉带搁架单元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86×高114cm 

704.889.12 ￥19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组合/独立橱柜/碳烤炉  
黑色/不锈钢，户外。宽61×长258×高114cm 

594.003.98 ￥5297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组合/独立橱柜/碳烤炉  
黑色/不锈钢，户外。宽147×长258×高114cm

994.222.37 ￥5595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组合/独立橱柜/碳烤炉  
黑色/不锈钢，户外。宽122×长172×高114cm 

194.003.95 ￥5296

GRILLSKÄR 格礼怀 独立橱柜带碳烤炉 黑色/不锈钢， 
户外。宽61×长172×高114

494.003.89 ￥2998

GRILLSKÄR 格礼怀 现成组合

GRILLTIDER 格里绨徳 烧烤工具，3件套。  

805.168.63 ￥6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徳 挤压瓶 330ml 塑料/透明， 
2件装。

404.446.08 ￥1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徳 烧烤架清洁刷，不锈钢。

205.165.40 ￥24.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徳 肉饼机 铝。

705.165.47 ￥5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徳 烧烤刷，硅胶 

704.445.55 ￥9.99

户外烹饪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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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种植
植物带给我们快乐，还可以提升我们的整体幸福感。从一扇小窗户到一个大后院，任何地方都
可以种植植物。我们提供众多花盆供你挑选，室内和户外用途统统兼顾。园艺工具和洒水瓶等
必需品可以帮助你打理花园——温室、植物架、棚架等则可以充分利用种植面积。如果你不想
花费太多精力就能拥有满目绿意，我们也有逼真的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和鲜花，经久 
不衰，恒久美丽。准备好自己动手种植？记住，种植的过程需要耐心。

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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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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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植物 
商场的植物展区中陈列了各种 
季节性户外植物。

GRÄSMARÖ 格拉马洛 园艺3件套 室内/户外。

浅灰色/浅绿色 805.053.79 ￥19.99

BRYTBÖNA 比波那 园艺剪刀

浅绿色。 505.054.51 ￥19.99

SOCKER 索克尔 洒水壶室内/户外。涂粉末漆钢 

红色，1L 605.114.37 ￥39.99
镀锌，5L 805.114.41 ￥79.99

SOCKER 索克尔 桶/花盆 10L 室内/户外。 

镀锌 905.114.45 ￥49.99

SOCKER 索克尔 洒水壶 室内/户外，镀锌钢。

2.6L 401.694.50 ￥29.99

TOMAT 多玛 洒水瓶 350毫升塑料。 

白色。 903.879.88 ￥7.99
淡蓝色 605.053.23 ￥7.99

BRYTBÖNA 比波那 剪刀

浅灰色/浅绿色 405.054.56 ￥39.99

VITLÖK 威特洛克 花盆 室内/户外，米白色。

24cm 405.053.62 ￥69.99

CITRUSFRUKT 希特鲁斯弗鲁克 花盆， 
带托盘 室内/户外，灰色。
9cm 005.084.33 ￥29.99
12cm 705.084.39 ￥39.99
15cm 105.084.42 ￥49.99

SKOGSVINBÄR 斯古文拜 花盆 室内/户外，灰色。

9cm 205.084.46 ￥19.99
12cm 205.084.51 ￥29.99

MUSKOTBLOMMA 慕斯布隆 花盆， 
带托盘 室内/户外，陶制。
12cm 104.548.87 ￥19.99
15cm 904.548.93 ￥29.99

BRUNBÄR 步伦拜 花盆，带托盘 户外，陶制。 
提供其他尺寸。
12cm 505.108.29 ￥14.99
15cm 905.108.27 ￥19.99

SOCKER 索克尔 花盆 室内/户外，镀锌。提供其他尺寸。

24cm 201.694.46 ￥24.99

FÖRENLIG 福恋里 花盆 室内/户外，白色。 
聚丙烯塑料。
9cm 604.548.18 ￥9.99
12cm 804.548.17 ￥19.99
24cm 004.548.16 ￥69.99

CHIAFRÖN 奇亚弗 花盆 室内/户外。

12cm，白色 504.757.79 ￥39.99
15cm，白色 604.758.06 ￥59.99

NYPON 尼邦 花盆 室内/户外，灰色。 
PP塑料（至少70%为回收塑料）。提供其他尺寸。
15cm 803.956.20 ￥39.99

RÅGKORN 劳肯 花盆 室内/户外，原色。 
自然风格PP塑料。提供其他尺寸。
32cm 204.075.60 ￥299

园艺工具 户外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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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HOLMEN 阿霍蒙 植物架长45×深29×高116cm 
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302.586.68 ￥149

ASKHOLMEN 阿霍蒙 棚架宽72×深3×高190cm 
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902.586.70 ￥199

ASKHOLMEN 阿霍蒙 花盆长62×宽39×高38cm 
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502.586.72 ￥199

CHILIPEPPAR 西里派帕 花盆 32cm 室内/户外。 

米色 305.050.51 ￥199

CITRUSKRYDDA 希图斯克里达 花盆 35cm 室内/户外。

灰色 505.050.45 ￥199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带花盆 6cm 3件装，室内/户外。

405.065.02 ￥2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 12cm 室内/户外。 

干挂无花果 903.953.04 ￥4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9cm，室内/户外。

悬挂 105.084.04 ￥7.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 12cm 室内/户外。 

粉红色毛茛属植物 903.953.18 ￥39.99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 26×26cm 壁挂，室内。户外。

绿色/淡紫色 703.495.44 ￥1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 15cm 室内/户外。 

桉树 204.523.69 ￥9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 19cm 室内/户外。

MONSTERA 龟背竹 403.952.93 ￥1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9cm，室内/户外。

一串悬挂的香蕉 105.084.04 ￥7.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2cm，室内/户外。 

散尾葵 805.084.10 ￥79.99

VITLÖK 威特洛克 植物架，38cm，室内/户外。

灰白色。 505.053.71 ￥99.9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140cm 镀锌钢，100%聚乙烯。
透明 792.917.46 ￥15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74cm 镀锌钢，100%聚乙烯。
透明 492.859.40 ￥119.99

GALIAMELON 嘉麦隆 带拉手花盆，51×18cm， 
室内/户外。 
白色 005.052.03 ￥129

VITLÖK 威特洛克 带拉手花盆56×20cm，室内/户外。 

灰白色 905.053.31 ￥99.99

OLIVBLAD 欧利布拉 植物架，35cm，室内/户外， 
黑色。
35cm 904.866.53 ￥69.99
56cm 304.866.51 ￥149
58cm 904.866.48 ￥149

户外温室、植物架、棚架 季节性花盆和托盘

户外人造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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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杂乱一扫而空
腾出更多的空间来享受户外活动。要装下从靠垫、盘子到玩具和运动器材等物品，除了搁架单
元、储物柜、储物式长凳和手推车等大件外，挂钩和储物箱等小配件也能发挥大妙用。开放式
搁架单元易于取用，而封闭式橱柜、储物式长凳（可以兼作座椅）和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
袋和储物箱则可以保护物品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储物柜不能存储好天气，但它可以帮助你腾
出更多时间享受乐趣。

户外储物
与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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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储物与收纳户外储物与收纳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HYLLIS 希利斯 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140cm 镀锌钢
灰色 802.785.79 ￥149

HYLLIS 希利斯 搁架单元 
宽40×深27×高183cm 镀锌钢
灰色 404.885.03 ￥12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140cm 镀锌钢，100%聚乙烯。
透明     792.917.46 ￥15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74cm 镀锌钢，100%聚乙烯。
透明 492.859.40 ￥119.99

ÄPPLARÖ 阿普莱诺 储物式长凳宽128×深57×高55cm 
着色实心相思木。可搭配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褐色着色 702.342.08 ￥799

TORDH 托儿德赫 搁架单元 户外。 
140×35×90-161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993.164.92  ￥1210

TORDH 托儿德赫 搁架单元 户外。 
120×35×161cm 实心相思木。
褐色着色 493.164.18 ￥810

KOLBJÖRN 科比约恩 储物柜 室内/户外。 
宽80×深35×81cm 涂粉末漆镀锌钢。
米色 504.092.99 ￥599
绿色 604.559.07  ￥599

KOLBJÖRN 科比约恩 储物柜 室内/户外。 
宽90×深35×高161cm 涂粉末漆镀锌钢。
米色 003.456.34 ￥1299

KOLBJÖRN 科比约恩 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 
宽80×深35×高81cm 涂粉末漆镀锌钢。
米色 904.092.97 ￥399
绿色 204.559.09 ￥399

LÄCKÖ 拉科 搁架单元宽61×深32×高160cm 涂粉末漆钢

灰色 201.742.16 ￥3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 129×44cm，高79cm

黑色 904.114.41 ￥3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116×49cm， 
高35cm 适用于尺寸为128×57cm 的ÄPPLARÖ 阿普莱诺 
储物式长凳。
黑色 402.923.27 ￥199

搁架单元和储物柜 储物式长凳

户外储物箱和储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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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晾干衣物 
虽然你可能希望户外空间用来放松休闲，但有时它也可以充作洗衣区。这也是充分利用空间 
的一种方式！无论你想要特别宽还是可以折平的晾衣架，我们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可供选择，
能够满足你的各种需求。洗衣篮和衣架可以将你的户外空间变成一个一站式晾衣区。户外自然
晾干更加温和，有助于呵护衣物和纺织品，延长穿着和使用时间。而且自然风干和晒干，还能
帮你节省电费。

户外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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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洗衣户外洗衣

TORKIS 托吉斯 活动洗衣篮 室内/户外。35升宽58×深38×高28cm 聚乙烯塑料。

蓝色 303.392.26 ￥39.99

STAJLIG 斯塔利 衣架 室内/室外。5件装。

白色 202.914.18 ￥19.99

MULIG 穆利格 晾衣架 室内/户外。长173×宽57×高103cm 涂粉末漆钢

白色 302.287.56 ￥129

JÄLL 加尔 晾衣架 室内/户外。长79×宽40×高82cm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002.428.91 ￥49.99

FROST 夫洛思 晾衣架 室内/户外。长134×宽59×高93cm 钢。

白色 202.448.32 ￥79.99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收纳整理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晾衣架 洗衣篮、晒衣夹和衣架



120 121

易于打理的家具材料 
铝、塑料、塑料藤条和钢是无需维护的户外家具 
材料。只需使用温和的皂液清洁产品，保持洁净 

即可。户外季节结束后，为家具套上外罩或将其存放在凉爽、
干燥的地方，比如车库、车棚或地下室，尤其是容易在低温
环境下冻裂的塑料和塑料藤条制品。

需要稍微额外打理的家具材料 
相思木、桉木和其他实木产品通常需要不时的护理。用温和
的皂液清洁，不使用时以及使用时节结束后盖上保护罩， 
或储放在凉爽干燥的室内。宜家所有木制户外家具都经过了
上色或涂漆的预处理。我们建议定期刷漆，防止出现裂纹，
以延长使用寿命。刷漆频率取决于放置地点、使用情况和天
气因素。例如，下雨时，如果发现雨滴没有在户外家具表面
形成水珠，而是渗入内部，就表示家具需要重新刷漆。如果
涂漆家具开始起皮或看上去老旧，也需要重新刷漆或补色，
以便继续放在户外使用。

阳伞护理
不用时将阳伞折叠起来，可以更好地抵御大风天气。一般 
而言，阳伞每年只需要彻底清洗一次。清洗步骤需按照清洗
标说明。我们建议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伞套或其他同类
产品，防止阳伞沾染污渍、灰尘、花粉和雨水，并存放在凉
爽干燥的室内。套上伞套前，请确保阳伞完全干燥。

凉亭护理 
刮风或下大雨时，记得拆下凉亭顶。定期清理凉亭内外。 
清洗步骤需按照清洗标说明。定期给木制凉亭架重新刷漆，
防止出现裂纹。钢制凉亭架更易护理，只需用温和皂液 
简单清洁即可。先清洁凉亭面料并等待完全干燥，再进行 
收纳。将凉亭储放在凉爽干燥的室内。凉亭顶和帘子可 
放入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袋或储物箱中保存。

垫子和垫芯护理
定期清洁户外垫子和垫芯，以延长使用寿命。清洗步骤需按
照清洗标说明。建议不用时把它们收纳起来，最好是放在凉
爽干燥的室内。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袋或储物箱有助于
防止垫子和垫芯变形。合上储物袋或储物箱前，需确保垫子
完全干燥。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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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维护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FIXA 费克沙 成套油漆刷/3件

502.900.83 ￥19.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100×70cm，
高90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2把椅子的户外用餐 
家具组合。

黑色 802.852.64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60x148cm，
高108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8把椅子的户外用餐 
家具组合。 

黑色 204.281.57 ￥5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沙滩躺椅外罩 200×60cm 
高40cm。

黑色 502.923.22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座垫储藏袋 116×49cm，高35cm 
适用于ÄPPLARÖ 阿普莱诺 储物式长凳 128×57cm
黑色 402.923.27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145×145cm，
高120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4把椅子的户外用餐
家具组合。

黑色 102.923.24 ￥3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09x85cm，
高90cm 适用于户外扶手椅和休闲椅 
（宽度不超过109cm，深度不超过85cm， 
高度不超过90cm）。 
黑色 804.279.23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15×135cm，
高105cm 适用于1张桌子和6把椅子的户外用餐
家具组合。

黑色 602.923.26 ￥4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170x100cm，
高87cm 适用于户外双人沙发（宽度不超过170cm，
深度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 
260x165cm，高85cm 适用于户外三人转角沙发
和茶几，或户外三人沙发、扶手椅和茶几 
（长度不超过260cm，宽度不超过165cm， 
高度不超过85cm）。
黑色 104.114.97 ￥4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 129×44cm  
高79cm。 

黑色 904.114.41 ￥399

给你的户外家具多一点保护，能让它们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通常来说，你要做的是定期清洁户外家具，尽量避免让家具
长时间暴露于户外。如果可以，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防水外罩，并在户外季节结束后，将户外家具存放于凉爽干
燥的室内。 

保护户外家具

外罩和护理产品

TOSTERÖ 托斯特洛 阳伞套 长度160cm  
最大处直径19cm，最小处直径13cm。适用于 
以下阳伞：KUGGÖ 库格约/LINDÖJA 林德亚、 
KARLSÖ 卡尔索（倾斜式，300cm）、 
HÖGÖN 霍格约、SAMSÖ 桑索、 
RAMSÖ 拉姆斯 和FLISÖ 弗利索。
黑色。 402.923.32 ￥ 79.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阳伞套 长度220cm  
最大处直径38cm，最小处直径35cm。适用于 
以下阳伞：OXNÖ 奥克诺/LINDÖJA 林德亚、 
SEGLARÖ 西格拉、KARLSÖ 卡尔索（悬挂式）、 
BAGGÖN 巴根、LÅNGHOLMEN 朗霍蒙 和
LJUSTERÖ 丽特罗。
黑色 803.245.62 ￥149

VÅRDA 瓦尔达 木材着色剂 户外，500毫升如需为家具添
加保护使其光泽如新，但不想改变其颜色，建议使用无色
VÅRDA 瓦尔达 木材着色剂。如需焕新家具色彩，建议使
用VÅRDA 瓦尔达 有色木材着色剂。 
灰色 104.791.47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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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你在户外能尽情发呆，聊天，小睡，或是享用美食，不必担心户外家具的质量。我们
替你做了所有的考虑和研究工作，确保户外家具可以多年伴你左右。从选择耐用的材料到可以
抵御日晒雨淋的保护件，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件户外家具，无论经历何种恶劣天气，我们都能把
它们完好的带回家！在下方阅读关于户外材料的更多信息。 

金属
我们户外家具使用的所有金属都能经受雨雪、低温和高温。
轻质铝即使不经过任何加工，也是一种非常耐用、不会生锈
的材料。钢经久耐用，涂上一层粉末涂料还可以防止生锈。
镀锌钢涂有一层锌以防止生锈，我们还另外涂了一层粉末
涂料。 

塑料
我们所有的塑料和塑料藤编户外家具都能抵御紫外线照射，
还能防止褪色。塑料和手工编织的塑料藤条经久耐用， 
耐雨雪、低温和高温。但是冰冻天气不建议使用。 

实木
我们所有的户外木制家具都经过了预处理，因此无需频繁 
保养。相思木和桉木都拥有高密度的木纤维，是硬质耐用的
硬木。 

纺织品和阳光
为尽可能地防止纯色纺织靠垫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褪色，我们
引进了一种叫做原液染色的生产技术。在染色过程中，颜料
会融入纤维，提高色牢度。 

纺织品和雨水
我们的一些阳伞和大多数户外靠垫和垫套都能抵御小雨阵雨。
我们不使用任何不可降解的全氟化学品，对你和环境都更 
友好。防水户外靠垫如果被小雨淋湿，只需抖落水滴即可。 
如果雨势较大较长，我们建议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外罩、
储物袋和储物箱将阳伞和靠垫收纳起来。这样可以为它们 
提供更好的保护，陪你度过更多晴天！

坚固耐用的
户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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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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工艺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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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IKEA.cn/service或扫描二维
码了解更多信息

已经准备好享受户外活动？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更快开启愉快的户外时光！从提货、送货、 
到组装新的户外沙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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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付
无论是家或公司，宜家都能为你提供送货服务。我们 
不仅送货上门，而且会直接送到你指定的房间。日期和 
时间，由你来定！

扫描二维码或登陆IKEA.xx/outdoor浏览电子版本。 
你可以通过互动体验了解我们的户外产品，一站式搜索、
比较、规划和收藏，随时随地选购想要的产品。 

想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查阅本购物指南？

请放心，我们能
助你一臂之力

SUNDSÖ 苏恩索
桌子 直径65cm 可折叠。  
椅子，可折叠。灰色/灰色。  
405.093.17

¥22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