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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空间
本手册中产品价格有效期到2022年12月31日截止。
部分产品的供应情况可能因地区而异，请访问宜家家居线上平台了解更多详情。

迈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非常适合用于临时的会议讨论、创意头
脑风暴或者用作临时的办公空间。搭配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支撑椅，多多运动身体，有助于调整身体状态，
舒缓身心。

访问宜家家居线上平台，了解宜家 
商场的营业时间及详细地址

TROTTEN 特罗滕/LIDKULLEN 里德库伦
桌子和坐/站两用式椅子  
蜜胺贴膜和粉末涂层钢
长80×宽80×高100cm 白色 394.945.38 

￥799/件

ikeaproduct:194.945.39


掌握自己的生活

受到启发？
欢迎前往宜家线上平台了
解更多创意！

在高效又放松的办公环境中，你可以更好地专注于自己
的核心工作，而宜家正为你提供了业务蓬勃发展所需。

无论你从事哪一领域的业务，都需要能贴合你需求又能
充分发挥空间潜力的室内设计。欢迎你前来了解我们的
在线设计工具或联系我们经验丰富的设计专家。从最初
的想法，到产品配送和组装，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服务，
全程为你提供帮助。

我们希望你能尽可能解放双手，无忧入住。从送货到回收，我们都可以代劳。
欲了解更多有关宜家服务的信息，请访问宜家线上平台或当地宜家商场。

你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让
我们代劳！

服务与品质保证 35

质保服务

BEKANT 贝肯特、GALANT  
佳兰特、HÄLLAN 海朗、 
IDÅSEN 伊朵森、RODULF  
鲁道夫、TOMMARYD 托玛瑞德 
和TROTTEN 特罗滕 书桌和储物
件享受10年免费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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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桌、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系列和
HÄLLAN 海朗 柜子的所有主要部件的材
料、工艺和功能缺陷。宜家10年品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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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适用于以下产品：• BEKANT 
贝肯特 桌面式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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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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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PSPEL 乌浦斯皮、 
UTESPELARE 乌斯佩、FREDDE 
弗雷德 和HUVUDSPELARE 胡福
斯佩 电竞桌享受3年免费品质 
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UPPSPEL 乌浦斯皮 电竞桌、UTESPELARE 
乌斯佩 电竞桌、FREDDE 弗雷德 电竞桌和
HUVUDSPELARE 胡福斯佩 电竞桌的品质保
证自购买之日起三(3)年内有效。须提供原始
收银条作为购买凭证。

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在家庭使用的情况， 
涵盖UPPSPEL 乌浦斯皮 电竞桌、 
UTESPELARE 乌斯佩 电竞桌、FREDDE 弗
雷德 电竞桌和HUVUDSPELARE 胡福斯佩 
电竞桌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

本品质保证旨在保障产品原始购买者的权
益，不可转让。

STYRSPEL 斯缇诗、GRUPPSPEL 
格鲁斯皮、MATCHSPEL 玛赤
佩、UTESPELARE 乌斯佩 和
HUVUDSPELARE 胡福斯佩 电竞
椅享受3年免费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STYRSPEL 斯缇诗 电竞椅、GRUPPSPEL 
格鲁斯皮 电竞椅、MATCHSPEL 玛赤佩 
电竞椅、UTESPELARE 乌斯佩 电竞椅和
HUVUDSPELARE 胡福斯佩 电竞椅的品质保
证自购买之日起三(3)年内有效。须提供原始
收银条作为购买凭证。

本品质保证适用于在家庭使用的情况，涵
盖STYRSPEL 斯缇诗 电竞椅、GRUPPSPEL 
格鲁斯皮 电竞椅、MATCHSPEL 玛赤佩 
电竞椅、UTESPELARE 乌斯佩 电竞椅和
HUVUDSPELARE 胡福斯佩 电竞椅在材料和
工艺方面的缺陷。

本品质保证旨在保障产品原始购买者的权
益，不可转让。

规划与室内设计
如果你在基础家居布置或完整室内设计方案
上需要支持，欢迎联系我们的专业设计团
队，一起讨论你的想法。我们将与你一起解
决每一个细节问题。

在线设计
尽情发挥你的创意吧！宜家设计工具方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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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送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在线上下单，无论
订单大小，我们都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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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家具时需要帮助？我们提供一系列安
装服务，选择你需要的服务内容，我们就
会搞定一切。

付款方式
我们支持多种付款方式，包括银行卡和现金
支付。如果你需要更长的付款时间，我们也
提供分期付款方式。

线上下单，线下提货
有效节省购物时间， 
在线提交订单，我们将会为你准备好产品，
等待你来取货。

回收服务
当你的新宜家家具送货上门时，我们很乐意
回收你的旧家具。所有不再使用的家具都由
我们进行负责任的回收。

退换货政策
没关系，你可以改变主意。如果你对购买
的宜家产品不满意，可以在365天内申请退
货，提供购买凭证，即可获得全额退款。



你需要哪些方面的灵感？

创意办公空间
为你（及你的员工）而设计

吸引人的店铺和门店
吸引你的顾客进店

诱人的餐饮空间
竭诚服务你的顾客

愉快的住宿体验
为顾客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

一站式购物
住宅家居解决方案

服务与品质保证
按你喜欢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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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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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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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7

巧用创意，提升效率
灵活的室内家具布置，有助你适应不同的工作方式，既可激发创意，又能保持
深度专注。选择丰富多样的座椅和可调节的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
桌，可以鼓励员工经常变换办公姿势，多多活动身体。

仅为大约尺寸。

19
.8

m

22.5m

445 m2

办公室 54 办公室

在线设计
尽情发挥你的创意吧！宜家设计
工具方便易用，能帮助你打造一
个梦寐以求的办公空间。马上前
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使用ELLOVEN 爱洛文 显示器支架，将电脑显示器放置在合适高度，
有助缓解肩颈压力。另外，它还可以收纳你的个人物品，方便你办
公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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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199/件

1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699/件

43

5

8

 1 ELLOVEN 爱洛文 带抽屉显示器台座 ￥199 
粉末涂层钢和竹 宽47×深26×高10cm 煤黑色 
804.851.02

 2 TROTTEN 特罗滕 储物柜 ￥599 粉末涂层钢  
宽70×深35×高110cm 白色 904.747.73

 3 MARKUS 马库斯 办公椅 ￥999 100%聚酯和 
粉末涂层钢 宽53×深47cm，高46-57cm  
Vissle 威索尔/淡灰色 905.218.59

 4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699  
蜜胺贴膜表面和粉末涂层钢 宽160×深80× 
高72-122cm 白色 594.296.03

 5 BURVIK 伯恩维克 边桌 ￥149 粉末涂层钢和
胶合桦木贴面 直径38cm，高45cm，白色 
203.403.91

 6 EKERÖ 伊克尔 单人沙发/扶手椅 ￥999 固定式 
垫套：100%聚酯 宽70×深73×高75cm Skiftebo 
斯科特伯/深蓝色 802.628.75

 7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 蜜胺贴膜、木材贴
面和粉末涂层钢 宽160×深80×高75cm 米黄色/ 
白色 494.342.71

 8 VÄXJÖ 维克舍 吊灯 ￥199 涂粉末漆铝和塑料  
直径38cm，高26cm 米色 803.631.48

 9 FLINTAN 福通 办公椅 ￥399 100%聚酯纤维
（100%为再生聚酯纤维） 宽46×深49cm， 
高45-58cm 黑色 304.8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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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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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product:694.34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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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product:294.3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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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product:503.6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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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件

12

ÄPPLARYD 艾普吕
三人沙发

￥3,999/件

4

9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6 办公室 办公室 7

 1 FRÖSET 富罗瑟 休闲椅 ￥599/件 宽59×深57× 
高74cm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 004.235.61

 2 MOJNA 莫纳 吊灯灯罩 ￥199/件100%粘胶纤维/
人造丝和塑料 直径47cm，高39cm 织物/白色 
004.518.65

 3 VIHALS 维哈斯 茶几 ￥299 丙烯酸漆和刨花板  
长91×宽37×高43cm 白色 204.887.35

 4 ÄPPLARYD 艾普吕 三人沙发 ￥3,999 71%棉、 
8%粘胶纤维/人造丝、21%聚酯。座椅宽198� 
深61cm，高47cm Lejde 雷德/灰色/黑色 
405.062.34

 5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299/件 粉末涂
层钢 宽80×深55×高180cm 白色 404.747.99

 6 METOD 米多 双门冰箱/冰柜高柜 ￥1,210  
宽60×高228cm 白色/Askersund 阿斯克松/浅色
仿白蜡木 094.263.29

 7 YNGVAR 伊格瓦 吧台凳 ￥899/件 着色清漆
贴面和不锈钢 宽53×深51×高99cm 炭黑色 
804.173.06

 8 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199/件 塑料和粉末
涂层钢。宽46×深54×高80cm 白色 703.509.38

 9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 蜜胺贴膜、木材贴
面和粉末涂层钢 宽160×深80×高75cm 米黄色/ 
白色 494.342.71

 10 VÄXJÖ 维克舍 吊灯 ￥199 涂粉末漆铝和塑料  
直径38cm，高26cm 米色 803.631.48

 11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直径38cm，宽60cm， 
高59-81cm Gunnared 刚纳瑞德/深灰色 
904.457.85

 12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 蜜胺贴膜和钢  
长80×宽80×高102cm 米黄色/白色 694.369.76

 13 IKEA 365+ 带盖玻璃水瓶 ￥39.99 玻璃和软木  
1升 透明玻璃/软木 702.797.20

 14 OSTBIT 奥比特 托盘 ￥49.99 清漆竹 宽25× 
长33cm 竹 803.7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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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eaproduct:804.256.41
ikeaproduct:705.062.37
ikeaproduct:304.518.64
ikeaproduct:503.607.64
ikeaproduct:892.158.08
ikeaproduct:304.529.91
ikeaproduct:902.797.19
ikeaproduct:604.007.45
ikeaproduct:694.342.70
ikeaproduct:304.457.74
ikeaproduct:903.509.37
ikeaproduct:804.747.59
ikeaproduct:504.887.34
ikeaproduct:894.369.75


8 办公室

 1 DEJSA 德萨 台灯 ￥249 镀镍钢和玻璃 高28cm 
米色/乳白色/玻璃 404.049.85

 2 SKÅDIS 斯考迪斯 小钉板 ￥149 涂漆纤维板  
宽76×高56cm 白色 903.216.19

 3 TROTTEN 特罗滕 抽屉柜 ￥199 粉末涂层钢  
宽34×深53×高56cm 白色 004.747.82

 4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699  
蜜胺贴膜、木材贴面和粉末涂层钢 宽160× 
深80×高72-122cm 白色 594.296.03

 5 BUSKBO 布克伯 扶手椅 ￥599 清漆藤 宽72× 
深63×高75cm 藤/Djupvik 德维克/白色 
504.429.63 

 6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499 粉末涂层
钢 宽80×深55×高180cm 白色 994.296.44

 7 BORGEBY 伯格比 茶几 ￥599 涂清漆桦木贴面 
直径70cm，高42cm 桦木贴面 704.494.02

 8 SANELA 桑尼拉 垫套 ￥59.99 100%棉绒 长50× 
宽50cm 浅米色 503.210.32

 9 PÄRUP 派如普 三人沙发 ￥1,999 100%聚丙烯 
宽206×深80×高86cm Vissle 威索尔/深绿色 
593.894.71

 10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办公扶手椅 ￥1,799 
100%聚酯和涂粉末漆铝 座椅宽50×深40× 
高46-56cm Gunnared 刚纳瑞德/米色 
804.945.02

 11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直径38×宽60×高59-81cm 
Gunnared 刚纳瑞德/米色 804.457.81

 12 BUNKEFLO 邦克夫洛 吊灯 ￥249 涂清漆实心 
桦木和粉末涂层钢 直径36cm 白色/桦木 
204.883.92

 13 TROTTEN 特罗滕 留言板 ￥200 100%聚酯  
长76×宽33cm 白色 604.74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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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你专心投入工作
如果你需要居家办公，那么你将需要一个可以灵活为你提供支持的办公空间。使用
高度可调节的TROTTEN 特罗滕 书桌，你就可以站立办公；需要休息时，可以坐在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带扶手办公椅上，变换一下办公姿势。通过不时变换坐姿
和站姿，你既可以专注地高效工作，又不用担心背部和颈部的肌肉感到疲劳。

办公室 9

仅为大约尺寸。

6m

3.4m

20 m2

利用椅子的可调节腰撑、座椅深度、扶手和
自动倾斜装置，让椅子更贴合你的身体。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499/件

6

11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件

4 TROTTEN 特罗滕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1,6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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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TTEN 特罗滕 柜子可用作
美观的房间隔板，还能用来储
物，确保物品近在手边，方便
取用。

ikeaproduct:804.747.59
ikeaproduct:004.183.76
ikeaproduct:794.296.02
ikeaproduct:103.216.18
ikeaproduct:204.747.62
ikeaproduct:904.049.83
ikeaproduct:703.893.56
ikeaproduct:903.210.30
ikeaproduct:604.883.90
ikeaproduct:792.990.16
ikeaproduct:593.894.66
ikeaproduct:004.945.01
ikeaproduct:904.747.68


UPPSPEL 乌浦斯皮 小钉板后面的
LED照明可根据你的心情（或你喜欢
的游戏）变换灯光。

UPPSPEL 乌浦斯皮
电竞桌

￥3,9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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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效率成为你的制胜之道
要取得出色表现，你需要一些得力助手。MATCHSPEL 玛赤佩 电竞椅坐着十
分舒适，助你发挥最佳表现。另外搭配坚固的UPPSPEL 乌浦斯皮 电竞桌，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轻松调节桌子。而且桌面宽敞，方便你将屏幕放置
在舒适的距离。

 1 UPPSPEL 乌浦斯皮 电竞桌 ￥3,999/件 粉末涂
层钢和纤维板 长180×宽80×高75-123cm 黑色 
394.072.73

 2 BRUNSTA 布朗斯达 吊灯灯罩 ￥99.99/件 粉末
涂层钢 直径30cm，高30cm 黑色 503.824.31

 3 MATCHSPEL 玛赤佩 电竞椅 ￥999 粉末涂层钢
和聚酯 座椅宽54×深48×高47-59cm Bomstad 
邦斯塔/黑色 504.969.46

 4 UPPSPEL 乌浦斯皮 小钉板 ￥149 纤维板和丙烯
酸漆 宽76×高56cm 黑色 504.998.41

 5 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199/件 塑料
和粉末涂层钢。宽46×深54×高80cm 白色 
703.509.38

 6 SKURUP 斯库鲁 吊灯 ￥129 粉末涂层钢和塑料 
直径38cm，高29cm 黑色 304.071.16

 7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
面和粉末涂层钢 长130×宽70×高75cm 白色 
793.874.90

 8 KYRRE 叙勒 凳 ￥129 着色清漆桦木贴面  
宽42×深48×高45cm 桦木 804.200.40

 9 BROR 巴拉 搁架单元 ￥819/件 涂粉末/镀锌钢 
宽85×深40×高190cm 黑色 894.717.42

 10 FRÖSET 富罗瑟 休闲椅 ￥599/件模压胶合 
单板，表面为橡木贴面，涂丙烯酸清漆 宽59× 
深57×高74cm 红色/橡木贴面 904.296.05

 11 GLADOM 格拉登 托盘式桌子 ￥99.99 粉末涂层
钢 直径45cm，高53cm 黑色 00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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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为大约尺寸。

8.
4m

2.7m

5m

15 m240 m2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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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室内设计
如果你在基础家居布置或完整室内
设计方案上需要支持，欢迎联系我
们的专业设计团队，一起讨论你的
想法。我们将与你一起解决每一个
细节问题。

5 TEODORES 帝奥多斯
椅子

￥199/件

ikeaproduct:494.301.93
ikeaproduct:805.076.08
ikeaproduct:805.077.88
ikeaproduct:403.330.64
ikeaproduct:094.717.41
ikeaproduct:804.071.14
ikeaproduct:604.169.25
ikeaproduct:993.874.89
ikeaproduct:204.296.04
ikeaproduct:504.119.90
ikeaproduct:903.509.37


探索办公空间的新潜力
打造一个多功能办公空间，方便你在不同活动之间快速切换——坐在舒适宜
人的BUSKBO 布克伯 藤编扶手椅上，休闲地会面聊天；而宽大的BEKANT 
贝肯特 书桌，则适合创意构想和完成编辑工作。当然，还有LÅNESPELARE 
洛内斯佩 环形灯——圆形的LED灯和牢固结实的手机支架，是众多线上内容
创作者的必备工具。

 1 LÅNESPELARE 洛内斯佩 带手机支架环形灯  
￥249 聚碳酸酯塑料 直径20cm，高60cm 
405.038.48

 2 BUSKBO 布克伯 扶手椅 ￥599 清漆藤  
宽72×深63×高75cm 藤/Djupvik 德维克/白色 
504.429.63

 3 HÖGVIND 贺葛文 3头吊灯 ￥499 镀镍钢和玻璃 
宽41×高70-155cm 镀镍/灰色/玻璃 404.992.62

 4 KRAGSTA 克拉思塔 茶几 ￥799 涂漆纤维板  
直径90cm，高48cm 白色 303.530.57

 5 EILIF 艾丽福 桌面式隔板 ￥299 100%聚酯  
宽80×高48cm厚2.8cm 灰色 204.827.81

 6 LÅNGFJÄLL 隆菲尔 会议椅 ￥799 成型桉木
和粉末涂层钢 座椅宽53×深41×高43-53cm 
Gunnared 刚纳瑞德/浅褐粉色/白色 292.523.99

 7 BEKANT 贝肯特 书桌 ￥1,399 粉末涂层钢和铝  
长160×深80×高65-85cm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 
白色 392.826.78

 8 BEKANT 贝肯特 储物单元含脚轮 ￥1,399  
涂粉末漆铝和钢 宽41×深45×高61cm 丝网/白色 
592.824.27

 9 BEKANT 贝肯特 搁架单元 ￥2,499 丙烯酸漆 
和粉末涂层钢 宽121×深45×高134cm 白色 
203.735.03

 10 SYMFONISK 希姆弗斯 Wi-Fi音箱台灯带布艺 
灯罩 ￥1,299 灯罩直径25cm，宽16×高20cm  
黑色 203.735.03

 11 RISATORP 瑞沙托 篮子 ￥39.99 粉末涂层钢
和胶合桦木贴面 长25×宽26×高18cm 白色 
604.8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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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USKBO 布克伯
扶手椅

￥599/件

3

7 BEKANT 贝肯特
书桌

￥1,399/件
6

8

5

10

4

9

11

LÅNESPELARE 洛内斯佩
带手机支架环形灯

￥249/件

1

窗帘、地毯和各种纺织品可以降低噪音， 
同时增强整体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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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大约尺寸。

2.
9m

5.5m

3.9m

15 m2

ikeaproduct:792.990.16
ikeaproduct:504.929.29
ikeaproduct:192.826.79
ikeaproduct:492.523.98
ikeaproduct:792.824.26
ikeaproduct:004.669.37
ikeaproduct:694.309.17
ikeaproduct:202.866.38
ikeaproduct:603.735.01
ikeaproduct:902.816.18
ikeaproduct:105.143.58


7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

￥1,499/件

6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1,299/件

2 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4,699/件

14 办公室 办公室 15

 1 ALEFJÄLL 阿勒夫耶 办公椅 ￥1,999 全粒面头层
牛皮，整块染色。座椅宽51cm×深42cm， 
高45-56cm Grann 哥兰/米色 603.202.25

 2 IDÅSEN 伊朵森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4,699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粉末涂层钢 长120×宽70× 
高53-127cm 褐色/米色 192.809.20

 3 HEKTAR 赫克塔 吊灯 ￥299 钢和铝 直径38cm 
深灰色 602.961.12

 4 IDÅSEN 伊朵森 抽屉柜带脚轮 ￥799 粉末涂层
钢 宽42×深47×高61cm 米色 303.207.31

 5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附脚轮会议椅 
￥999 100%聚酯和粉末涂层钢 座椅宽54× 
深45×高47-59cm Naggen 纳根/米色 
804.725.62

 6 IDÅSEN 伊朵森 桌子 ￥1,299 粉末涂层钢和 
涂清漆纤维板 长140×宽70×高75cm 褐色/米色 
593.959.00

 7 IDÅSEN 伊朵森 搁架单元 ￥1,499 粉末涂层钢  
宽120×深45×高140cm 米色 904.737.83

 8 IDÅSEN 伊朵森 推拉玻璃门柜子 ￥2,699 钢化 
玻璃和粉末涂层钢 宽120×深45×高140cm 米色 
603.609.52

 9 STRANDMON 斯佳蒙 靠背椅 ￥1,499 固定式 
垫套：100%棉 宽82×深96×高101cm Vibberbo  
维波伯/黑色/米色 004.569.57

 10 GLADOM 格拉登 托盘式桌子 ￥99.99 粉末涂层
钢 直径45cm，高53cm 深米灰色 105.1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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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效率的办公环境
布置一间舒适优雅的办公室，助你的工作效率更上一层楼。首先选择一张
IDÅSEN 伊朵森 书桌，坚固结实的质量，可常年伴你辛勤工作（或在工作之
余，喝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高度可调节，方便你站立或坐着办公。再搭
配一张舒适的ALEFJÄLL 阿勒夫耶 办公椅——头层牛皮材质，不仅美观，而
且经久耐用。助你获得一个既美观又能提供舒适支撑的办公环境。

8

10

4

1

3

5

9

仅为大约尺寸。

4.
8m

11.4m

4.2m

50 m2

3.
8m

ikeaproduct:104.737.82
ikeaproduct:993.958.99
ikeaproduct:192.809.15
ikeaproduct:803.609.51
ikeaproduct:103.207.27
ikeaproduct:503.086.86
ikeaproduct:402.961.08
ikeaproduct:004.724.91
ikeaproduct:204.569.56
ikeaproduct:305.137.63


仅为大约尺寸。

3.
7m

8m

4.4m

32 m2

4m

业务上的理想搭档
产品展示很关键！用ELVARLI 爱尔瓦丽 开放式储物组合来展示你的产品，更好
地吸引顾客的注意。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的设计则简约时尚，可保持空
间的开阔感，既方便你处理工作，又能同时兼顾顾客。而且它既耐用又易于清
洁，可使用多年。

16 零售业务 零售业务 17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件

7

2

1

5

3

6

8

4 VIVALLA 维瓦拉
平板支架

￥79.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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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ULTARP 胡尔塔普 挂钩 ￥19.99 /5件套粉末涂
层钢 宽1.8×深5×高7cm 黑色 904.444.46

 2 HULTARP 胡尔塔普 挂杆 ￥49.99 粉末涂层钢  
直径1.6cm，长80cm 黑色 004.487.74

 3 KYRRE 叙勒 凳 ￥129 着色清漆桦木贴面  
宽42×深48×高45cm 桦木 804.200.40

 4 VIVALLA 维瓦拉 平板支架 ￥79.99 清漆竹  
宽26×深16×高17cm 竹贴面 904.128.60

 5 BUMERANG 布梅朗 衣架 ￥24.99 /5件套 清漆 
实木和钢 宽43cm 原色 802.778.34

 6 ELVARLI 爱尔瓦丽 开放式储物组合 ￥2,270 涂粉
末漆铝和涂漆表面 宽175.2cm�深50.8cm， 
高221.5-350cm 白色 293.875.86

 7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399 涂清漆橡木
贴面 长130×宽70×高105cm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
白色 493.874.96

  8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涂清漆橡木
贴面 长130×宽70×高75cm 涂白色漆橡木贴面/ 
白色 493.87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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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VARLI 爱尔瓦丽 开放式储物组合必须固
定到天花板上。请选用适合天花板的固定
装置（需另购）。

ikeaproduct:693.874.95
ikeaproduct:204.487.73
ikeaproduct:104.444.45
ikeaproduct:302.385.43
ikeaproduct:604.169.25
ikeaproduct:293.875.67
ikeaproduct:693.875.08
ikeaproduct:104.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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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藏室使用BROR 巴拉 搁架
单元，保持井然有序，优化线
上和线下的工作流程。

6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3,999/件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件

1

 1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座椅直径38cm，高59–81cm 
Gunnared 刚纳瑞德/深灰色 904.457.85

 2 LÅNGFJÄLL 隆菲尔 会议椅 ￥999 100%聚酯和
涂粉末漆铝 座椅宽53cm×深41cm，高43-53cm 
Gunnared 刚纳瑞德/深灰色/黑色 191.776.40

 3 BROR 巴拉 手推车 ￥999 松木胶合板和粉末涂层
钢 长85cm�宽55cm，高88cm 黑色/松木胶合板 
403.338.51

 4 HULTARP 胡尔塔普 挂杆 ￥39.99/件 粉末涂层钢 
长60cm 黑色 604.487.71

 5 HULTARP 胡尔塔普 盛具 ￥99.99 粉末涂层钢和 
塑料 宽31×深16×高12cm 黑色/网状 904.488.35

 6 BEKANT 贝肯特 坐/站两用式办公桌 ￥3,999  
粉末涂层钢和纤维板 长160cm×宽80cm， 
高65-125cm 油毡/蓝色/黑色 892.810.73

 7 BROR 巴拉 搁架单元 ￥799 涂粉末/镀锌钢  
宽85×深55×高190cm 黑色 294.719.81

 8 DIMPA 迪姆帕 垃圾分类袋 ￥49.99 /3件套100% 
聚丙烯35升 白色/深灰色/浅灰色 305.0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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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2

7

8

ikeaproduct:692.810.69
ikeaproduct:304.457.74
ikeaproduct:603.338.50
ikeaproduct:004.487.69
ikeaproduct:204.488.34
ikeaproduct:791.776.42
ikeaproduct:494.719.80
ikeaproduct:401.801.36


优秀的视觉陈列将令你的未来
业务蒸蒸日上
充分利用空间，突出展示畅销商品。KALLAX 卡莱克 搁架单元的表面光滑，
采用圆角设计，可出色衬托产品的精美包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这
个灵活的储物方案进行调整，添加插件和储物盒进行个性化改装。别忘了布
置一个舒适角落，以便你在工作之余，可以放松休息。

 1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抽屉前板 ￥80/件  
蜜胺贴膜表面 宽60×高40cm 浅色 仿白蜡木 
903.317.98

 2 BERÄKNA 比莱纳 花瓶 ￥129 玻璃高45cm  
透明玻璃 603.279.48

 3 SÖDÅKRA 索德克拉 吊灯 ￥399 钢 灯罩直径
45cm 桦木 604.599.34

 4 RÖNNINGE 瑞宁 吧台凳 ￥599/把 着色清漆 
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4×深39 ×高75cm 桦木 
705.112.34

 5 RÖNNINGE 瑞宁 吧台 ￥1,499/把 着色清漆实
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长75×宽75×高105cm 桦木 
105.112.32

 6 SALUDING 萨鲁丁 洗衣篮 ￥299 竹  
直径40cm，高64cm 50升 手工制作/竹质 
505.035.84

 7 KALLAX 卡莱克 带底架的搁架单元 ￥849  
宽147×深39×高164cm 白色/白色 094.758.38

 8 HÖRVIK 霍维克 操作台面洗脸池 ￥695 粗碎 
大理石 宽45×深32cm 白色 103.589.37

 9 OSTBIT 奥比特 托盘 ￥49.99 清漆竹 宽25× 
长33cm 竹 803.7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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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为大约尺寸。

6.
75

m

4m

4m

21 m2

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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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8

9

7

2

5 RÖNNINGE 瑞宁
吧台

￥1,499/件

6 SALUDING 萨鲁丁
洗衣篮

￥299/件

1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抽屉前板

￥80/件

安装服务
安装家具时需要帮助？我们提供
一系列安装服务，选择你需要的
服务内容，我们就会搞定一切。

ikeaproduct:404.539.71
ikeaproduct:905.112.33
ikeaproduct:303.589.36
ikeaproduct:304.529.91
ikeaproduct:094.427.20
ikeaproduct:403.279.49
ikeaproduct:505.112.30
ikeaproduct:705.035.83
ikeaproduct:003.318.73


为你的梦想量身打造

5

9

6

8

10

11
5

13

成功的企业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轻松舒缓的环境，有助你更好地认识和
了解你的顾客——VIMLE 维姆勒 沙发经久耐用，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扩展。
当你需要处理一些细节工作时，可以转移到安装了吊灯的明亮工作区。添置一张
带脚轮的TROTTEN 特罗滕 桌子，你就能根据不同场合，轻松调整布置。

4

1

3

 1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套桌，2件套 ￥1,499 
涂清漆胡桃木贴面 长72cm�宽47cm，高36cm 
胡桃木贴面 703.530.79

 2 VIMLE 维姆勒 双人沙发 ￥3,299 垫套：100% 
聚酯 宽171cm�深98cm，高83cm Gunnared  
刚纳瑞德/米色 993.989.73

  3 REGNSKUR 雷恩斯库/SUNNEBY 松尼比 吊灯 
￥269/件 97%聚酯、3%氨纶。直径50cm， 
高46cm 白色 893.926.03

 4 TOFTBYN 托弗比恩 镜子 ￥449 镜面玻璃和 
贴膜表面。宽75×高165cm 白色 704.591.51

 5 IKEA 365+ 盘 ￥14.99 长石瓷 直径20cm 白色 
502.589.45

 6 TROTTEN 特罗滕 推拉门柜子 ￥1,499 粉末涂层
钢 宽80×深55×高180cm 白色 994.296.44

 7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 蜜胺贴膜表
面和粉末涂层钢 长80×宽80×高102cm 白色 
894.296.06

 8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座椅直径38cm， 
宽60cm，高59-81cm Gunnared 刚纳瑞德/ 
米色 804.457.81

 9 NYMÅNE 纽墨奈 LED 吊灯 ￥299 粉末涂层钢和
塑料 直径38cm 白色 705.038.18

 10 HATTEFJÄLL 哈德夫耶尔 办公扶手椅 ￥1,799 
100%聚酯和涂粉末漆铝 座椅宽50×深40× 
高46-56cm Gunnared 刚纳瑞德/米色 
804.945.02

 11 DEJSA 德萨 台灯 ￥249 镀镍钢和玻璃 高28cm 
米色/乳白色/玻璃 404.049.85

 12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 蜜胺贴膜表面和 
粉末涂层钢 宽160×深80×高75cm 白色 
594.295.61

 13 STORSINT 斯图辛特 红酒酒杯 ￥129 /6件套 
玻璃 670毫升 透明玻璃 003.9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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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OTTEN 特罗滕
桌子

￥799/件

7

TROTTEN 特罗滕
书桌

￥799/件

12

VIMLE 维姆勒
双人沙发

￥3,299/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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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大约尺寸。

7.4m

6.6m

48 m2

ikeaproduct:102.397.13
ikeaproduct:893.998.93
ikeaproduct:993.925.32
ikeaproduct:504.591.47
ikeaproduct:802.589.44
ikeaproduct:804.747.59
ikeaproduct:094.296.05
ikeaproduct:004.183.76
ikeaproduct:104.040.86
ikeaproduct:802.589.44
ikeaproduct:203.962.98
ikeaproduct:004.945.01
ikeaproduct:904.049.83
ikeaproduct:994.925.59


仅为大约尺寸。

4.
6m

5m

10m

32 m2

热情招待，愉快住宿
从整洁有序的前台，到温馨宜人的早餐区，良好的第一印象很重要。KLIMPFJÄLL 
克里菲亚 餐桌采用实心硬木框架，十分坚固耐用，足以应对日常使用的磨损；而
YNGVAR 伊格瓦 椅子则既舒适又实用。漆面易于清洁，且可以堆叠放置或倒放在
桌子上，方便清洁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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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m

配送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在线上
下单，无论订单大小，我们都将
为你送货到指定地点，为你省
心省力。

2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件

5 YNGVAR 伊格瓦
椅子

￥899/件

8 KLIMPFJÄLL 克里菲亚
餐桌

￥3,499/件

4

3
6

1

7

 1 AGUNNARYD 阿根纳德 3头吊灯 ￥499 粉末涂
层钢 灯罩直径22cm，长122cm�宽22cm， 
高27cm 黑色 903.647.79

 2 LIDKULLEN 里德库伦 坐/站两用式椅凳 ￥549 
100%聚酯纤维和钢 座椅直径38cm，高59–81cm 
Gunnared 刚纳瑞德/深灰色 904.457.85

 3 HÖVOLM 赫沃姆 六头钩架 ￥99.99/件 涂清漆实
心橡木 宽57×深5cm×高5cm 橡木色 905.000.60

 4 ARTISTISK 奥提斯 砧板 ￥299 涂油实心橡木  
长59×宽25cm 橡木色 605.110.84

 5 YNGVAR 伊格瓦 椅子 ￥899/件 着色清漆贴面和
不锈钢 宽53×深51×高71cm 炭黑色 604.176.37

 6 TJOG 乔格 附盖储物盒 ￥29.9/件 纸和钢  
长36cm�宽25cm，高15cm 深灰色 204.776.66

 7 SOLKLINT 索尔克林 吊灯 ￥179/件 塑料、玻璃
和镀镍钢 灯罩直径22cm，高32cm 黄铜/灰色透
明玻璃 904.640.95

 8 KLIMPFJÄLL 克里菲亚 餐桌 ￥3,499 涂清漆山毛
榉木贴面 设计师：F Wiersma/S Fager 长240× 
宽95×高75cm 灰褐色 504.7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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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eaproduct:303.421.63
ikeaproduct:304.457.74
ikeaproduct:105.000.59
ikeaproduct:805.110.83
ikeaproduct:804.176.36
ikeaproduct:404.776.65
ikeaproduct:104.307.78
ikeaproduct:304.3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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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SAGSTUA 萨格斯图阿
床架

￥1,799/件

4

5 IDANÄS 宜达奈
开放式衣柜

￥1,499/件

2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附脚轮会议椅

￥999/件

1

3

 1 STRANDMON 斯佳蒙 靠背椅 ￥1,499 固定式
垫套：天鹅绒、62%聚酯、38%粘胶纤维/人造
丝。宽82×深96×高101cm Djuparp 尤帕/深绿色 
503.598.45

 2 MULLFJÄLLET 穆勒夫亚勒特 附脚轮会议椅 
￥999 100%聚酯和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Francis 
Cayouette 座椅宽54×深45cm，高47-59cm 
Naggen 纳根/米色 804.725.62

 3 HEKTAR 赫克塔 工作灯带无线充电 ￥499 粉末
涂层钢和铝 灯座直径18cm 灯罩宽16cm 深灰色 
003.234.39

 4 VEBJÖRN 维比约恩 书桌 ￥1,299 纤维板 宽140×
深60cm×高72cm 米色 404.608.39

 5 IDANÄS 宜达奈 开放式衣柜 ￥1,499 涂清漆山
毛榉木贴面 宽59×深49cm×高211cm 深褐色 
604.588.40

 6 FORSÅ 芙萨 工作灯 ￥149 镀镍钢 高35cm 镀镍 
901.467.91

 7 NATTJASMIN 纳斯敏 被套和2个枕套 ￥349 
60%棉绸和40%莱赛尔缎 被套长240�宽220cm
枕套长50�宽80cm 白色 103.371.67

 8 SAGSTUA 萨格斯图阿 床架 ￥1,799 床垫和床上 
用品需单独购买 粉末涂层钢 宽188×长208× 
高140cm 床垫尺寸180×200cm黑色/Luröy 鲁瑞 
392.6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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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eaproduct:092.688.34
ikeaproduct:503.371.65
ikeaproduct:801.467.63
ikeaproduct:804.588.39
ikeaproduct:803.598.44
ikeaproduct:004.724.91
ikeaproduct:603.234.36
ikeaproduct:604.608.38


 1 JANINGE 延宁 椅子 ￥349/件 强化聚丙烯塑料 
宽50×深46×高76cm 黄色 402.460.81

  2 JAKOBSBYN 雅克布斯比 吊灯灯罩 ￥179 灯线
装置需另购。玻璃直径30，高25cm 透明玻璃 
103.824.33

 3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面 
和粉末涂层钢 长130×宽70×高75cm 白色 
793.874.90

 4 VARDAGEN 瓦达恩 附盖罐 ￥19.99/件 玻璃
和硅橡胶 直径15cm，高18cm 1.9升 透明玻璃 
602.919.25

 5 VÄRDERA 瓦德拉 马克杯 ￥14.99/件 长石瓷 
高11cm 300毫升 白色 302.773.65

 6 VÄRDERA 瓦德拉 咖啡杯和碟 ￥19.99 长石瓷 
20毫升 白色 402.774.64

 7 UPPHETTA 乌普塔 咖啡壶/茶壶 ￥49.99 玻璃、 
不锈钢和塑料 直径8cm，高17cm 0.4升 玻璃/ 
不锈钢 202.978.49

 8 BAKGLAD 巴卡拉达 蛋糕架 ￥199 大理石和 
镀镍钢 直径29cm，高11cm 804.852.63

 9 JANINGE 延宁 吧台凳 ￥999/件 强化聚丙烯
塑料/粉末涂层钢 宽38×深36×高56-76cm 白色 
502.4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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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放松的空间，加上焕新的
活力，换来宾客的再次迎门。
当顾客在你的空间能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再次光临，无论
是待上几个小时，或者只是在路途中进来买杯咖啡带走。明黄色的JANINGE 延宁 
椅子为空间增添色彩，而白色的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和JANINGE 延宁 吧台
凳则营造平和气氛，与充满活力的色彩相映成趣。

仅为大约尺寸。

5.
4m

4.8m

2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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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NGE 延宁
椅子

￥349/件

1

2

4

6

7

5

3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件

9 JANINGE 延宁
吧台凳

￥999/件

8

ikeaproduct:702.460.89
ikeaproduct:002.978.50
ikeaproduct:602.774.63
ikeaproduct:102.773.66
ikeaproduct:002.919.28
ikeaproduct:993.874.89
ikeaproduct:004.852.62
ikeaproduct:602.460.80
ikeaproduct:903.330.52


1

4

5

6

7

8

 1 RÖNNINGE 瑞宁 吧台凳 ￥599/把 着色清漆 
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宽44×深39 ×高75cm 桦木 
705.112.34

 2 RÖNNINGE 瑞宁 吧台 ￥1,499/把 着色清漆 
实心桦木和桦木贴面 长75×宽75×高105cm 桦木  
105.112.32

 3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699/把 着色清漆实心 
桦木和桦木贴面 长46×深49×高79cm 桦木 
804.007.54

 4 TOMMARYD 托玛瑞德 桌子 ￥1,299 贴膜表面 
和粉末涂层钢 长130×宽70×高75cm 白色 
793.874.90

 5 IKEA 365+ 碗 ￥39.99 长石瓷直径22cm 圆边/ 
白色 602.796.88

 6 KARAFF 卡拉夫 玻璃水瓶 ￥7.99/件 玻璃1升  
透明玻璃 803.429.76

 7 GODIS 格迪斯 玻璃 ￥59.99 /6件套 玻璃400毫升 
透明玻璃 201.378.46

 8 IKEA 365+ 带盖玻璃水瓶 ￥39.99 玻璃和软木 1升 
透明玻璃/软木 702.79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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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造令人食指大动的用餐环境
事实上，首先“品尝”食物的是你的眼睛，因此，顾客的用餐体验从他们进门的那一
刻就开始了。RÖNNINGE 瑞宁 吧台、凳子和椅子由实木和硬木贴面制成，浅色桦
木自然的色彩变化为用餐空间增添了几许温暖魅力。搭配白色TOMMARYD 托玛瑞
德 餐桌，共同营造出轻松舒缓的氛围，吸引顾客再次光临，成为你的常客。

仅为大约尺寸。

5m

9.5m
 

5.8m

50 m2

RÖNNINGE 瑞宁
椅子

￥699/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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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ÖNNINGE 瑞宁
吧台

￥1,499/件

2

ikeaproduct:105.112.32
ikeaproduct:702.797.20
ikeaproduct:201.378.46
ikeaproduct:803.429.76
ikeaproduct:602.796.88
ikeaproduct:804.007.54
ikeaproduct:793.874.90
ikeaproduct:705.112.34


丰富你的家居布置计划
你是否正在为你的住宅寻找完整的布置灵感？我们的“一站式购物”可为你带来
无缝的购物体验，从厨房、浴室、衣柜到客厅的解决方案，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所需的一切。另外，如果你有需要，我们热情亲切的设计专家非常乐于为你提
供创意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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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与室内设计
如果你在基础家居布置或完整室
内设计方案上需要支持，欢迎联
系我们的专业设计团队，一起讨
论你的想法。我们将与你一起解
决每一个细节问题。

宜家对公业务室内设计师能为你打造激发灵感、功能实用且经济
实惠的解决方案，同时展现对人与环境的关爱。从线上、当地宜
家商场到你的办公场所，我们致力为你提供个性化的贴心服务。

首先，与宜家公司业务专员预约咨询服务，讨论你的需求并获取
室内设计服务报价。从获取灵感到订购你所选的产品，我们将为
你提供全程服务。

浏览宜家线上平台，进一步了解我们的服务。



• 设计费￥599起 
• 尽享3年延保服务（详情请至店内咨询） 
• 一站式VIP无忧购物

扫描二维码即刻咨询

宜家对公业务 
专业、安心、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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