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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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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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KÖPING 安克平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130/件

UPPDATERA 乌普道拉
餐具盘

￥24.99/件

ikeaproduct:104.600.20
ikeaproduct:505.166.85


在IKEA.cn阅读更多关于宜家服务
的详情

你的厨房，你的生活
无论是和三五好友一起度过热闹欢乐的晚餐派对，或是找一个安静的角
落，喝杯热咖啡放松一下，记得要腾出时间来享受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布置一个井井有条、赏心悦目的厨房，你可以享受轻松自如的日常生
活，以贴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设计厨房时，你的愿望喜好、可用空间、喜欢的风格和颜色等都是需
要考虑的因素。不过别担心，宜家为你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产品选择，可
满足不同的喜好与预算。我们还提供了一系列实用服务，从开始设计到
最终完成，全程助你一臂之力。

受到启发？
欢迎前往宜家家居线上
平台了解更多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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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厨房系列 通往梦想厨房的旅程
无论你想要一个为家量身定制的理想橱柜，或是一个易
于购买、安装快捷的简单橱柜，宜家总有一款能满足你
的喜好与预算。查看我们的各个厨房系列，挑选最适合
你需要的一款。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IKEA.cn。

轻松打造新厨房。我们提供了所需的工具，从开始到完成，全程助你一臂之
力。只需按照下面的步骤，就能轻松完成购买。欲了解更多宜家厨房系列和
服务，请随时访问当地宜家商场，咨询我们的厨房专家或浏览宜家家居线上
平台。

METOD 米多 系列的多种可能
如果你想要一个可定制的橱柜，既能充分利用空间，又拥有样式
和颜色丰富多样的前板，而且还能添加丰富的内部储物件，保持
内部井井有条，那么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是你的理想选择。
该系列在测量和规划时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但你将能获得一个从
外观到功能都能贴合你需求的厨房。

KNOXHULT 诺克胡 满足基本需要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厨房，也不想费心挑选，那么
KNOXHULT 诺克胡 橱柜单元很适合你，你可以直接选购完整的
橱柜。只要再添加水槽、水龙头、家电和拉钮或把手，就大功
告成。

ENHET 安纳特 系列，简单又不失 
创意
探索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的丰富可能，还能节省设计、购物
和安装的时间。宜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ENHET 安纳特 橱柜
现成组合，直接挑选购买合适的一款，或使用厨房在线设计
工具，进行简单调整。

SUNNERSTA 
苏纳思 迷你 
厨柜
如果你需要一个适合狭小
空间的橱柜，SUNNERSTA 
苏纳思 是理想之选。它价
格实惠、组装方便，即使
以后要搬家，也能轻松搬
进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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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你的风格
设计厨房时，不妨多考虑一下自己的需求，再大胆发挥一点点创想，找到自己最理想的厨房。翻阅
本手册，查看宜家购物指南，访问宜家家居线上平台或前往你当地的宜家商场，进一步了解高度
定制化的METOD 米多 系列、可在厨房设计工具中调整的现成ENHET 安纳特 厨房系列或更简单的
KNOXHULT 诺克胡 或SUNNERSTA 苏纳思 厨房系列。

测量
测量是设计的基础。如需了解要测量哪些项目，请到当地宜家商场领取或前往宜家网站IKEA.cn下
载设计指南。确保你选择的橱柜适合你的空间；如果你挑选的是经优化设计的METOD 米多 厨房或
现成的ENHET 安纳特 系列，务必多花一点时间仔细测量。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前往当地的宜
家商场，咨询我们的厨房专家。

设计
设计你的厨房，将你的创意和梦想付诸现实！前往IKEA.cn，使用宜家厨房在线设计工具，开始设
计你的厨房。厨房设计工具可指导你打造METOD 米多 厨房，帮助你优化调整ENHET 安纳特 方
案。如果你想要的是KNOXHULT 诺克胡 系列，你可以在线浏览该系列的所有产品选择。另外， 
如果你有需要，我们的专家将随时为你服务。

订购
确定好你满意的厨房设计方案后，订购很简单。我们的厨房专家将为你提供安装服务报价（若你所
在地址提供安装服务），并为你安排橱柜配送服务。部分地区的宜家商场配备了整套橱柜产品，所
以你也可以自己带回家。请联系你当地的宜家商场咨询详情。ENHET 安纳特、KNOXHULT 诺克胡  
和SUNNERSTA 苏纳思 系列可直接在线订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咨询你当地宜家商场
的厨房专家。

安装
宜家厨房的设计独具匠心，你能够自行安装，我们也能随时为你提供协助。你可以先到宜家商场
领取厨房安装指南，里面提供了安装厨房的详细步骤说明。访问Ikea.cn，了解更多关于宜家安装
服务的信息。

厨房设计
尽情发挥你的创意吧！宜家在线设计工具方
便易用，能帮助你打造一个梦寐以求的厨
房。马上前往IKEA.cn体验一下吧。

欲了解更多有关如何选购不同厨房系列和宜
家服务的信息，请浏览宜家网站IKEA.cn或
宜家家居APP。



 1 HULTARP 胡尔塔普 挂杆 ￥39.99 用挂杆悬挂配件即可腾出操作台面上的 
空间。可与HULTARP 胡尔塔普 系列的其他配件搭配使用。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长60cm 黑色 604.487.71

 2 EDSVIK 爱维克 厨房龙头 ￥349 镀铬黄铜 高32cm 镀铬 401.737.44 
 3 HAVSEN 霍夫森 嵌入式水槽，带1个槽 ￥849 适用于至少宽60cm的橱柜 

框架。陶瓷 宽53×深47cm 白色 892.537.15
 4 SKRUVSHULT 斯鲁舒 拉钮 ￥15/2件套 清漆锌 设计师：Hanna Grann 

Dalrot 直径18mm 炭黑色 105.074.85

 5 UNDERVERK 翁德维克 嵌入式抽油烟机 ￥2,499 最高档位抽吸速度： 
630立方米/小时。最大吸速下的噪音水平：64分贝(A) 宽59.9×深35.8cm 
不锈钢 205.089.60 

 6 ENKÖPING 安克平 柜门 ￥16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贴膜表面。宽40× 
高80cm 褐色/胡桃木纹 705.166.70

6 METOD 米多/ENKÖPING 安克平 METOD 米多/ENKÖPING 安克平 7

HAVSEN 霍夫森
嵌入式水槽，带1个槽

￥849/件

3

6 ENKÖPING 安克平
柜门，宽40×高80cm

￥160/件

1 HULTARP 胡尔塔普
挂杆

￥39.99/件

2
4

5

个性定制，享受和谐生活
在一个按照你的需求量身定制的厨房，感受家的温馨与自在——灵活的
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既拥有充足的储物空间，又能提供丰富的风格选择。

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享有25年品质保证。

ikeaproduct:004.487.69
ikeaproduct:000.318.41
ikeaproduct:392.537.13
ikeaproduct:805.074.82
ikeaproduct:703.891.39
ikeaproduct:705.166.70


8 METOD 米多/ENKÖPING 安克平 METOD 米多/ENKÖPING 安克平 9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ENKÖPING 安克平  
褐色胡桃木纹柜门、抽屉前板、玻璃柜门
和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尼抽屉 ￥24,500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色蜜胺贴膜表
面。ENKÖPING 安克平 柜门/抽屉前板采用贴
膜表面，玻璃柜门为钢化玻璃。MAXIMERA 马
斯麦 抽屉采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搭
配了SKRUVSHULT 斯鲁舒 炭黑色清漆锌把手和
拉钮以及EKBACKEN 宜伯肯 白色大理石纹层压
板操作台面。

 1 SMAKSAK 斯玛克萨克 强制风烤箱 ￥3,999  
宽59.4×深56.7×高58.9cm 不锈钢 705.082.55 

 2 ENKÖPING 安克平 柜门 ￥220/件 需配拉钮或
把手 贴膜表面。宽60×高80cm 褐色/胡桃木纹 
205.166.77

 3 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操作台面 ￥350 一个
隐藏式操作台面，需要使用时，可轻松拉出；
用完之后，推回去收好即可。粉末涂层钢和蜜
胺贴膜 宽56.4×深55.5cm 805.105.78

 4 ENKÖPING 安克平 抽屉前板 ￥110/件 需配拉钮
或把手 贴膜表面。宽60×高20cm 褐色/胡桃木纹 
805.166.84

 5 RÅSKOG 拉斯克 手推车 ￥249 此款推车的中间
搁板可调节，方便你存放各类物品。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Nike Karlsson 长45×宽35×高78cm  
黑色 703.339.77

METOD 米多/ENKÖPING 安克平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24,50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井然有序，节省空间
ENKÖPING 安克平 前板看上去别具经典气息，而且表面防水，易于清洁，
是应对忙碌早餐和下厨污渍的好帮手。

ENKÖPING 安克平
柜门，宽60×高80cm

￥220/件

2

RÅSKOG 拉斯克
手推车

￥249/件

5

4 ENKÖPING 安克平
抽屉前板，宽60×高20cm

￥110/件

3

1

在顶层抽屉放置一块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搁板，可增加额外的操作空间。

仅为大约尺寸。

31
0c

m

120cm

210cm

ikeaproduct:304.116.89
ikeaproduct:205.166.77
ikeaproduct:805.105.78
ikeaproduct:805.166.84
ikeaproduct:903.339.76


10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11

仅为大约尺寸。

31
3c

m

244cm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24,141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VOXTORP 沃托普 深灰
色柜门、抽屉前板和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
尼抽屉 ￥24,141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
色蜜胺贴膜表面。VOXTORP 沃托普 柜门/抽
屉前板采用蜜胺贴膜表面。MAXIMERA 马斯
麦 抽屉采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搭配
EKBACKEN 宜伯肯 深灰色大理石纹层压板操作
台面。

 1 TERTIAL 特提亚 工作灯 ￥79.99 这盏灯可以作
为台灯使用，也可以装在墙上作为壁灯。粉末涂
层钢和塑料 灯罩直径17cm 深灰色 303.554.38

 2 HEKTAR 赫克塔 吊灯 ￥299 钢和铝 设计师： 
Ola Wihlborg 直径38cm 深灰色 602.961.12

 3 VOXTORP 沃托普 抽屉前板 ￥400/件 把手的 
深度便于轻松开关抽屉。贴膜表面。设计师： 
H Preutz/W Braasch 宽80×高40cm 深灰色 
504.560.64

 4 TOBIAS 托亚斯 椅子 ￥699 椅座和靠背贴合身
体轮廓，坐得更舒适 镀铬钢和塑料 设计师： 
Carl Öjerstam 宽55×深56×高82cm 透明/镀铬 
603.496.72

VOXTORP 沃托普
抽屉前板，宽80×高40cm

￥400/件

3

2

4

1

一个井井有条的空间
当所有物品各得其位，整齐有序，你也会感觉更放松。风格简约的VOXTORP 
沃托普 前板可为厨房营造宁静详和的气氛。光滑的表面和一体式把手看上去
既简约又时尚。

ikeaproduct:303.554.38
ikeaproduct:402.961.08
ikeaproduct:504.560.64
ikeaproduct:603.496.72


12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各就各位，自在放松
整齐有序可以营造难能可贵的宁静详和之感——在目之所及的整洁表面之下，
这个厨房还有着丰富的储物空间。当所有物品各得其位，整个空间看上去简洁
利落，豁然开朗。

 1 VOXTORP 沃托普 抽屉前板 ￥320/件 把手的 
深度便于轻松开关抽屉。贴膜表面。设计师： 
H Preutz/W Braasch 宽60×高40cm 深灰色 
104.560.61

 2 VARIERA 瓦瑞拉 搁板插件 ￥29.99 可以使用
随附的螺丝，将两个或多个VARIERA 瓦瑞拉 搁
板插件连在一起。钢 宽32×深28×高16cm 白色 
501.777.27

 3 TOLLSJÖN 托尔逊 厨房龙头/手喷雾器 ￥1,699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
Petersén 高46cm 黑色/抛光金属 003.416.93 

 4 UPPDATERA 乌普道拉 餐具罐 ￥39.99 4个隔层， 
轻松保持餐具井井有条。粉末涂层钢和塑料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长12×宽12× 
高24.3cm 炭黑色 004.864.26

 5 IKEA 365+ 马克杯 ￥14.99 杯垫需另购。 
长石瓷设计师：Preutz/Wihlborg/Braasch/
Karlsson 240毫升 白色 002.829.43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13

配送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通过网络
下单，无论订单大小，我们都能为
你送货到指定地点。

VOXTORP 沃托普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320/件

1

VARIERA 瓦瑞拉
搁板插件

￥29.99/件

2

3

5

UPPDATERA 乌普道拉
餐具罐

￥39.99/件

4

ikeaproduct:104.560.61
ikeaproduct:501.777.27
ikeaproduct:203.416.92
ikeaproduct:004.864.26
ikeaproduct:202.829.42


14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METOD 米多/VOXTORP 沃托普 15

内部井井有条
整理、分类、堆叠各式物品，消除杂乱。UPPDATERA 乌普道拉 系列包括各
式各样的内部收纳件，可保持抽屉内部井井有条。

 1 UPPDATERA 乌普道拉 餐具盘 ￥149 适合60cm
宽的抽屉。对于其他尺寸的抽屉，可组合不同
尺寸的收纳件来打造合适的储物方案。清漆竹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51.6×深49.5×
高5.6cm 浅色竹 304.864.15

 2 UPPDATERA 乌普道拉 调料架 ￥19.99 聚丙烯 
塑料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16.2× 
深48×高1.6cm 炭黑色 504.864.24

 3 UPPDATERA 乌普道拉 刀架 ￥19.99 聚丙烯塑料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16.8×深48× 
高4.3cm 炭黑色 504.864.19

 4 UPPDATERA 乌普道拉 盘子架 ￥49.99 涂粉末 
镀锌钢和塑料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22.4-29.9×高14.5cm 炭黑色 904.864.22

 5 UPPDATERA 乌普道拉 盘子架 ￥59.99 涂粉末 
镀锌钢和塑料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26.4-36.9×高14.6cm 炭黑色 704.864.23

 6 UPPDATERA 乌普道拉 洞洞板抽屉储物件 
￥99.99 32个可调节楔子，方便你根据不同 
物品（例如盘子、锅具、盖子或食品盒）， 
定制抽屉空间。ABS塑料和合成橡胶 设计师： 
S Fager/F Cayouette 宽67.5×深50×高13.2cm 
炭黑色 104.864.21

UPPDATERA 乌普道拉 盘子架可保护
你的餐具，避免边缘破损，即使使用
多年，餐具也依然美观如初。而且，
你还可以轻松将所有盘子一口气拿到
餐桌上。

UPPDATERA 乌普道拉
餐具盘

￥149/件

1

UPPDATERA 乌普道拉
盘子架

￥49.99/件

4

2 UPPDATERA 乌普道拉
调料架

￥19.99/件

6 UPPDATERA 乌普道拉
洞洞板抽屉储物件

￥99.99/件

3

5

UPPDATERA 乌普道拉 小钉板抽屉储物件带可
调节的楔子，可防止抽屉内的物品四处移动，
保持整齐。

ikeaproduct:704.331.04
ikeaproduct:304.599.78
ikeaproduct:804.332.07
ikeaproduct:704.861.78
ikeaproduct:504.861.79
ikeaproduct:004.600.11


16 METOD 米多/ASKERSUND 阿斯克松 METOD 米多/ASKERSUND 阿斯克松 17

仅为大约尺寸。

25
0c

m 300cm

METOD 米多/ASKERSUND 阿斯克松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17,20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ASKERSUND 阿斯克松 
浅色白蜡木纹柜门、抽屉前板和MAXIMERA 马
斯麦 带阻尼抽屉 ￥17,200 METOD 米多 橱柜框
架采用白色蜜胺贴膜表面ASKERSUND 阿斯克松 
柜门/抽屉前板采用蜜胺贴膜表面。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采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 
搭配BAGGANÄS 巴格那斯 不锈钢把手和
SÄLJAN 萨林 浅灰色仿矿石层压板操作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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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UNKEFLO 邦克夫洛 吊灯 ￥249 涂清漆实心
桦木和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Mårten Cyrén 直径
36cm 白色/桦木 204.883.92

2

滋养身心的空间
从早上享用第一杯咖啡或茶的愉快时刻，到晚上和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的热闹
派对，在温馨的氛围中，你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精心设计橱柜内部的储物
空间，消除杂乱，保持整洁；而色调明快的ASKERSUND 阿斯克松 前板则让
整个空间更显整齐有序。

在独立式冰箱或冰柜上方放置柜子，以充分利用
所有可用空间。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80/件

1

ikeaproduct:604.883.90
ikeaproduct:903.317.98


18 METOD 米多/ASKERSUND 阿斯克松

内外兼修，美观又实用
在需要的时候，轻松找到你所需要的物品。橱柜里的转篮非常适合存放各种
锅具和盛具，便于查找和拿取。这样可以确保常用物品近在手边，你也可以
腾出更多时间来放松休息。

 1 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转角底柜配件 ￥900 
搁板可调节，方便你根据需要，调整储物空间。 
适用于带左开或右开柜门的转角底柜。蜜胺
贴膜、塑料和镀锌钢 长102×深51×高55.6cm 
702.712.72

 2 ÄLMAREN 艾玛兰 厨房龙头 ￥499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Petersén  
高36cm 不锈钢色 703.416.37 

 3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抽屉前板 ￥50/件  
蜜胺贴膜表面。宽60×高10cm 浅色仿白蜡木 
303.317.96

 4 UPPDATERA 乌普道拉 器皿盘 ￥59.99 保护厨
用器具，防止在抽屉里发生刮擦或损坏。组合
其他UPPDATERA 乌普道拉 抽屉储物件使用。 
清漆竹 设计师：S Fager/F Cayouette 宽20× 
深49.5×高5.6cm 浅色竹 804.864.08

 5 BAGGANÄS 巴格那斯 把手 ￥40 /2件套  
不锈钢设计师：H Preutz/A Fredriksson 孔距
128mm 203.3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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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转角底柜配件

￥900/件

1

METOD 米多/ASKERSUND 阿斯克松 19

尽情发挥你的创意！选择略短的柜门，
就能轻松在METOD 米多 橱柜中打造
开放式的搁板空间。

ÄLMAREN 艾玛兰
厨房龙头

￥499/件

2

3

4

5

ikeaproduct:702.712.72
ikeaproduct:004.551.61
ikeaproduct:303.317.96
ikeaproduct:804.864.08
ikeaproduct:703.384.18


20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21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BODARP 博达尔普 灰
绿色柜门、抽屉前板、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
尼抽屉、VADHOLMA 瓦德侯玛 抽屉柜和酒架 
￥24,600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色蜜胺
贴膜表面BODARP 博达尔普 柜门/抽屉前板采用
贴膜和回收贴膜表面。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
采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VADHOLMA 
瓦德侯玛 抽屉柜和酒瓶架采用着色清漆白蜡木
贴面和贴膜表面。搭配BAGGANÄS 巴格那斯 黑
色粉末涂层钢把手/拉钮和EKBACKEN 宜伯肯 褐
色胡桃木纹层压板操作台面。

 1 BODARP 博达尔普 柜门 ￥260/件 需配拉钮或把
手 贴膜和塑料贴膜表面。宽60×高60cm 灰绿色 
404.356.61

 2 DELSJÖN 黛尔欢 厨房龙头 ￥699 镀金属的
黄铜和锌，以及聚酰胺塑料。高36cm 仿白镴 
404.887.82 

仅为大约尺寸。

26
6c

m

266cm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24,60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BODARP 博达尔普
柜门，宽60×高60cm

￥260/件

1

2

增添活力
在平常的一天中，你总是需要切换不同的活动——从下厨、用餐到和爱人聊
聊天，一个多功能的厨房让你即使再忙也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所有柜子
搭配灰绿色的BODARP 博达尔普 前板，既可营造统一的外观，又彰显出现
代时尚的风格。

ikeaproduct:404.356.61
ikeaproduct:604.887.81


22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23

 1 UNDERVERK 翁德维克 嵌入式抽油烟机 ￥2,499 
最高档位抽吸速度：630立方米/小时。 
最大吸速下的噪音水平：64分贝(A)电机功率
250瓦 宽59.9×深35.8cm不锈钢 205.089.60

 2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强制风烤箱 
￥3,799 宽59.5×深56.9×高59.5cm 不锈钢色 
805.082.50 

 3 BODARP 博达尔普 抽屉前板 ￥180/件 需配拉钮
或把手 贴膜和回收贴膜表面。宽60×高40cm  
灰绿色 104.356.72

你的厨房，由你做主
不妨建立一套适合你自己的烹饪和食材准备流程。借助巧妙的功能和大量的
储物空间，你的日常厨房操作可以变得更轻松，甚至更令人愉快。

将功能强大的UNDERVERK 翁德维克 嵌入式
抽油烟机隐藏在橱柜内，可以让厨房外观看
起来更统一。

2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强制风烤箱

￥3,799/件

3 BODARP 博达尔普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180/件

1

ikeaproduct:703.891.39
ikeaproduct:403.687.65
ikeaproduct:104.356.72


24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1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可拉出式高
柜，含1扇柜门/4个抽屉 ￥2,634 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推拉平稳顺畅，可完全拉出，且内
置阻尼器，可缓慢、轻轻、安静地关闭。需配 
拉钮或把手 蜜胺贴膜、贴膜和回收贴膜表面。 
宽40×深61.6×高208cm 白色/灰绿色 
894.484.31

 2 VADHOLMA 瓦德侯玛 酒架 ￥400/件 可安装
在两个橱柜之间，或橱柜与墙面之间。着色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贴膜表面。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宽40×深37×高40cm 褐色/着色白
蜡木 103.743.29

 3 VADHOLMA 瓦德侯玛 抽屉柜 ￥600/件 抽屉
内置阻尼器，可缓慢、安静、柔和关闭 可安
装在两个橱柜之间，或橱柜与墙面之间。着色
清漆白蜡木贴面和贴膜表面。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宽40×深37×高40cm 褐色/着色白
蜡木 803.743.40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25

设计与咨询
小细节成就大不同。与我们的设计
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我们将帮
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当收纳一目了然
所有食物一目了然，你可以随时了解家中有哪些食物，及时食用，避免浪费。 
UTRUSTA 乌斯塔 组装套件设计巧妙，可将柜门连接到抽屉上，创建出一个
拉出式的食品储藏室。

组合橱柜与VADHOLMA 瓦德侯玛 系列产
品，充分利用你的空间。

METOD 米多/BODARP 博达尔普
可拉出式高柜，含1扇柜门/4个抽屉

￥2,634/件

1

3 VADHOLMA 瓦德侯玛
抽屉柜

￥600/件

2

根据其他厨房家具的颜色，给你的BEKVÄM 
贝卡姆 踏脚凳涂上匹配的颜色。

ikeaproduct:894.484.31
ikeaproduct:903.743.30
ikeaproduct:503.743.32


为你选择的生活方式做出明智
选择
遵循时尚而经典的优雅风格，打造你的梦想厨房——SINARP 希纳普 前板 
个性十足，又能为你的空间增添温暖的气息。卓越品质与迷人风格相结合，
瞬间令这个厨房成为家的核心所在。

26 METOD 米多/SINARP 希纳普 METOD 米多/SINARP 希纳普 27

仅为大约尺寸。

83
cm

270cm

310cm

METOD 米多/SINARP 希纳普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29,80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1 SINARP 希纳普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340/件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SINARP 希纳普 褐色柜
门、抽屉前板和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尼抽屉  
￥29,800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色蜜胺
贴膜表面SINARP 希纳普 柜门&抽屉前板采用涂
着色清漆橡木贴面。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采
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搭配了NYDALA 
耐德拉 青铜色涂粉末漆锌把手和拉钮以及
EKBACKEN 宜伯肯 白色大理石纹层压板操作 
台面。

 1 SINARP 希纳普 抽屉前板 ￥340/件 需配拉钮
或把手 着色清漆橡木贴面 宽60×高40cm 褐色 
604.045.88

ikeaproduct:504.041.69


28 METOD 米多/SINARP 希纳普 METOD 米多/SINARP 希纳普 29

细节彰显质感
留出一些空间来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别忘了，点睛之笔尽在细节之中。通过
个性化的柜子组合，你可以将厨房中SINARP 希纳普 前板的深木质色调，一
直延伸到用餐区。

 1 SINARP 希纳普 柜门 ￥380/件 着色清漆橡木贴
面 宽40×高60cm 褐色 004.045.72

 2 TÄMNAREN 坦纳伦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带感
应器 ￥2,499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
Palleschitz/Petersén 高31cm 不锈钢色 
703.594.96 

 3 LÅNGUDDEN 兰加顿 嵌入式水槽，带1个槽 
￥549 适用于至少宽60cm的橱柜框架。宽56×
深53cm 不锈钢 491.574.81

 4 MITTLED 米特利 LED厨房抽屉照明带感应器 
￥69.99 打开或关闭抽屉时，照明条会自动亮起 
或熄灭。内置LED灯 铝长36cm 可调光/白色 
104.635.18 

TÄMNAREN 坦纳伦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带感应
器，手轻轻一划，就能打开水龙头，既卫生又
实用。

SINARP 希纳普 前板的实木边缘赋
予厨房精致的工艺观感。

SINARP 希纳普
柜门，宽40×高60cm

￥380/件

1

3

4

TÄMNAREN 坦纳伦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带感应器

￥2,499/件

2

ikeaproduct:904.041.53
ikeaproduct:903.594.95
ikeaproduct:491.5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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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线条，典雅格调
使用灵活的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即使空间有限，也可以打造出一个既个
性化又温馨宜人的厨房空间。BODBYN 伯德比 前板采用斜切镶板，搭配推
拉玻璃门，为你的家注入乡间别墅风情。

BEKVÄM 贝卡姆
厨房推车

￥499/件

2

1 SMAKSAK 斯玛克萨克
强制对流组合微波炉

￥5,999/件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BODBYN 伯德比 灰色
柜门、抽屉前板、玻璃柜门，MAXIMERA 马斯
麦 带阻尼抽屉，TORNVIKEN 托恩维肯 开放式
橱柜和储物盒 ￥34,590 METOD 米多 橱柜框
架采用白色蜜胺贴膜表面BODBYN 伯德比 柜
门/抽屉前板采用涂漆表面，玻璃柜门为钢化玻
璃。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采用粉末涂层钢和
蜜胺贴膜表面。TORNVIKEN 托恩维肯 开放式
橱柜和储物盒采用涂漆表面。搭配镀铬的铝质
ENERYDA 艾纳丽 凹形把手和SÄLJAN 萨林 黑色
仿矿石层压板操作台面。

 1 SMAKSAK 斯玛克萨克 强制对流组合微波炉 
￥5,999 微波输出功率：1000瓦 宽59.4× 
深56.7×高45.5cm 不锈钢 805.082.88

 2 BEKVÄM 贝卡姆 厨房推车 ￥499 便于移动， 
可作为额外的储物空间、实用工具和操作空间。 
实心桦木 长58×宽50×高85cm 桦木 102.403.49

仅为大约尺寸。

120cm

400cm

METOD 米多/BODBYN 伯德比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34,59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宜家产品货号：805.082.88


32 METOD 米多/BODBYN 伯德比 METOD 米多/BODBYN 伯德比 33

 1 MITTLED 米特利 LED射灯 ￥59.99/件 内置LED灯 
聚碳酸酯/ABS塑料.直径83mm，高11mm 可调
光/白色 504.536.40

 2 UTRUSTA 乌斯塔 抽屉前板，低 ￥40 涂漆纤维板 
宽55.5×高8cm 白色 102.711.71

 3 BODBYN 伯德比 玻璃柜门 ￥420/件 需配拉钮
或把手 涂漆表面和钢化玻璃 宽40×高80cm 灰色 
702.737.18

 4 BODBYN 伯德比 抽屉前板 ￥240/件 需配拉钮
或把手 涂漆表面 宽60×高40cm 灰色 402.737.10

BODBYN 伯德比
玻璃柜门，宽40×高80cm

￥380/件

3

1 MITTLED 米特利
LED射灯

￥59.99/件

4 BODBYN 伯德比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240/件

2

抽屉内还带有一个较小的抽屉，方便
你消除杂乱，轻松找到所需的物品。

在橱柜内添置可调光的MITTLED 米特利 LED射
灯，可出色提升厨房外观，同时让柜内物品一
目了然。

ikeaproduct:304.353.98
ikeaproduct:102.711.71
ikeaproduct:702.737.18
ikeaproduct:402.737.10


34  35

 1 DELSJÖN 黛尔欢 厨房龙头 ￥69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5.7升/分钟） 
镀金属的黄铜和锌，以及聚酰胺塑料。高36cm 仿白镴404.887.82

 2 VOXTORP 沃托普 柜门 ￥280/件 贴膜表面。设计师：H Preutz/W Braasch 
宽40×高40cm 深灰色 304.560.41

 3 FRÖJERED 福睿耶瑞德 抽屉前板 ￥100/件 清漆竹 设计师：Maja 
Ganszyniec 宽40×高20cm 浅色竹 304.416.48

 4 EDSVIK 爱维克 厨房龙头 ￥34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8升/分钟）  
镀铬黄铜 高32cm 镀铬 401.737.44

 5 STENSUND 史丹桑德 抽屉前板 ￥15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涂漆表面 宽60× 
高20cm 白色 304.517.36

 6 GAMLESJÖN 甘勒逊 厨房龙头 ￥89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8升/ 
分钟）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Petersén 高36cm 黑色 
拉丝金属 003.416.74

 7 LERHYTTAN 雷尔休坦 抽屉前板 ￥47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着色清漆实心 
白蜡木和白蜡木贴面 设计师：Francis Cayouette 宽60×高40cm 黑漆 
603.559.98

 8 JÄRSTA 雅斯塔 柜门 ￥260/件 高光贴膜表面。宽60×高60cm 高光泽/浅青绿色 
504.699.95

 9 TÄMNAREN 坦纳伦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带感应器 ￥2,499 随附用于高压
系统的起泡器（8升/分钟）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
Petersén 高31cm 703.594.96

 10 RINGHULT 林胡特 抽屉前板 ￥18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高光贴膜表面。 
宽60×高40cm 高光泽/白色 502.742.57

处处彰显你的个性
打造专属于你的厨房，让每一个细节都彰显你的个性—— 
颜色、图案和材料的组合对整体外观有着很大的视觉影响。

浏览宜家丰富多样的厨房布置风格。尽情发挥你
的创意构想，挑选适合你的组合。

JÄRSTA 雅斯塔
柜门，宽60×高60cm

￥260/件

8

STENSUND 史丹桑德
抽屉前板，宽60×高20cm

￥150/件

5

7 LERHYTTAN 雷尔休坦
抽屉前板，宽60×高40cm

￥470/件

3 FRÖJERED 福睿耶瑞德
抽屉前板，宽40×高20cm

￥100/件

4

9

10

2

1

设计与咨询
小细节成就大不同。与我们的
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
我们将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
个细节。

6

ikeaproduct:604.887.81
ikeaproduct:204.540.90
ikeaproduct:504.416.47
ikeaproduct:000.318.41
ikeaproduct:404.505.76
ikeaproduct:203.416.73
ikeaproduct:903.560.72
ikeaproduct:904.699.84
ikeaproduct:903.594.95
ikeaproduct:302.0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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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从容，温馨宜人
在忙碌的日子里，光滑的VEDDINGE 维丁格 前板所营造的静谧氛围尤其难能
可贵。宽敞的橱柜可整齐收纳你的厨用器具，当你准备用餐时，可以把它们
统统隐藏在视线之外。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VEDDINGE 维丁格 白色
柜门、抽屉前板和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尼抽
屉 ￥13,100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色蜜胺
贴膜表面。VEDDINGE 维丁格 柜门/抽屉前板采
用涂漆表面。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采用粉末
涂层钢和蜜胺贴膜表面。搭配ÖSTERNÄS 约斯
特奈斯 鞣制真皮把手和EKBACKEN 宜伯肯 浅灰
色仿混凝土层压板操作台面。

 1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微波炉 ￥3,299  
微波输出功率：750W 宽59.5×深31.7× 
高39.4cm 不锈钢色 405.082.66

 2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强制风烤箱 
￥3,799 宽59.5×深56.9×高59.5cm 不锈钢色 
805.082.50

 3 ÄLMAREN 艾玛兰 厨房龙头 ￥499 镀金属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Petersén  
高36cm 不锈钢色 703.416.37 

仅为大约尺寸。

180cm

420cm

METOD 米多 VEDDINGE 维丁格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13,10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1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微波炉

￥3,299/件

3

2

ikeaproduct:403.687.70
ikeaproduct:403.687.65
ikeaproduct:004.5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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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储物，让空间豁然开朗
添置KUNGSFORS 康福斯 壁式配件，令你的空间更有专业餐厅厨房的风格，
同时方便你轻松取用各种常用物品。FÖRHÖJA 夫洛亚 手推车灵活方便， 
既可增加额外的食材准备空间，又能轻松推到你需要的任何地方。

KUNGSFORS 康福斯
悬挂杆带搁板/磁性刀架

￥835.98/件

1

RISATORP 瑞沙托
篮子

￥39.99/件

2 FÖRHÖJA 夫洛亚
厨房推车

￥999/件

3

 1 KUNGSFORS 康福斯 悬挂杆带搁板/磁性刀架  
￥835.98 你还可以根据储物需求，调换搁板的 
位置。着色清漆白蜡木贴面和不锈钢 设计师： 
Ehlén Johansson 宽64×深32×高80cm 不锈钢/
白蜡木 592.543.30

 2 RISATORP 瑞沙托 篮子 ￥39.99 粉末涂层钢和 
胶合桦木贴面 设计师：Wiebke Braasch  
长25×宽26×高18cm 白色 604.805.44

 3 FÖRHÖJA 夫洛亚 厨房推车 ￥999 可在厨房
增加额外的储物空间 实心桦木 设计师：Nike 
Karlsson 长100×宽43×高90cm 701.770.24

ikeaproduct:392.543.26
ikeaproduct:902.816.18
ikeaproduct:800.3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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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大约尺寸。

12
5c

m

295cm

210cm

METOD 米多/新品VEDHAMN 韦德哈姆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参见第48页。

￥21,260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留出空间，享受生活中的美好
安坐在舒适的家中，也能亲近大自然。这个明亮的空间搭配了实心橡木材
质的 VEDHAMN 韦德哈姆 前板，置身其中，温馨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油然而
生。整齐排列的橱柜确保空间充足，方便你轻松取用所有常用物品，留出更
多时间来陪伴生活中重要的人。

  METOD 米多 厨房搭配新品VEDHAMN 韦德 
哈姆 橡木柜门、抽屉前板、玻璃柜门和
MAXIMERA 马斯麦 带阻尼抽屉 ￥21,260 
METOD 米多 橱柜框架采用白色蜜胺贴膜表面
VEDHAMN 韦德哈姆 柜门/抽屉前板采用着色清
漆实心橡木/橡木贴面，玻璃柜门为钢化玻璃。 
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采用粉末涂层钢和蜜胺
贴膜表面。搭配了ENERYDA 艾纳丽 镀铬铝拉
钮和把手以及SÄLJAN 萨林 白色石纹层压板操
作台面。

 1 新品 VEDHAMN 韦德哈姆 玻璃柜门 ￥1,00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和钢化玻璃 
设计师：Nike Karlsson 宽40×高80cm 橡木色 
005.035.29

 2 新品 VEDHAMN 韦德哈姆 柜门 ￥750/件 需配
拉钮或把手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和橡木贴面  
设计师：Nike Karlsson 宽60×高80cm 橡木色 
205.035.09

VEDHAMN 韦德哈姆
玻璃柜门，宽40×高80cm

￥1,000/件

1

新品

VEDHAMN 韦德哈姆
柜门，宽60×高80cm

￥750/件

2

新品

ikeaproduct:005.035.29
ikeaproduct:205.0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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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储藏柜 ￥3,500 6个门 
用篮子和6个柜用篮子，提供丰富的储物空间， 
所有物品看上去一目了然。粉末涂层钢  
宽55.4×深56.3×高168cm 305.153.47

 2 IKEA 365+ 附盖食品盒 ￥19.99/件 卡扣式盒盖 
可有效防止洒溢，还能保护食品免遭霜冻损坏， 
是携带食物和存放剩菜的理想之选。耐热玻璃、 
塑料和硅橡胶。设计师：Sarah Fager  
直径14cm，高9cm 600毫升 圆形/玻璃/塑料 
792.690.95

 3 新品 SNURRAD 斯努拉 可转动置物盘 ￥279 
这款产品可拉出并360°旋转，所有物品一目了
然，且方便拿取。SAN塑料宽42×深28cm 透明 
505.213.90

 4 新品 VEDHAMN 韦德哈姆 抽屉前板 ￥50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和橡木贴面 
设计师：Nike Karlsson 宽80×高20cm 橡木色 
905.035.20

 5 ENERYDA 艾纳丽 把手 ￥30 /2件套 镀铬铝  
设计师：Francis Cayouette 孔距96mm 镀铬 
403.475.27

 6 新品 VEDHAMN 韦德哈姆 前支腿 ￥600 /2件套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 设计师：Nike Karlsson 宽8×
深8×高8cm 橡木色 505.037.15

美观又方便
只有出色设计与实用功能相结合，才能成就卓越的品质。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储藏柜十分实用，并能让所有食物一目了然。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食物
被遗忘在冰箱深处；SNURRAD 斯努拉 可转动置物盘可以拉出并旋转，即使
是再小的罐子，你也可以轻松找到和拿取。

UTRUSTA 乌斯塔
拉出式储藏柜

￥3,500/件

1

SNURRAD 斯努拉
可转动置物盘

￥279/件

3

2

6

实心橡木支腿令你的橱柜看上去和感觉上
都像是内嵌式的厨房。

4 VEDHAMN 韦德哈姆
抽屉前板，宽80×高20cm

￥500/件

新品

5

新品

ikeaproduct:305.153.47
ikeaproduct:392.690.97
ikeaproduct:905.061.04
ikeaproduct:905.035.20
ikeaproduct:603.475.12
ikeaproduct:505.0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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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SJÖN 英松 厨房龙头 ￥999 镀铬黄铜  
设计师：Brickstad/Palleschitz/Petersén  
高40cm 镀铬 203.701.18 

 2 HAVSEN 霍夫森 水槽带前板 ￥1,449 适用于 
至少宽60cm的橱柜框架。陶瓷 宽62×深48cm 
白色 692.537.16

 3 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 ￥280 抽屉可全部 
拉出，方便你查看和拿取里面的物品。可搭配
MAXIMERA 马斯麦 分隔件，以保持物品井井 
有条，防止物品移位。粉末涂层钢和蜜胺贴膜  
宽56.4×深33.7cm 白色 902.711.05

 4 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 ￥24.99/件  
为80×45cm或80×60cm的MAXIMERA 马斯麦  
高抽屉中的垃圾分类桶安装HÅLLBAR 哈尔巴  
支撑架，可保持垃圾桶固定在位，又方便你使
用和查看。聚丙烯塑料 设计师：Henrik Preutz  
宽20×深16.2×高17.1cm3升 浅灰色 604.321.95

减少浪费，循环利用
使用INSJÖN 英松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享受高性价比。高出水口设计，适合
清洗大件锅具；质量优越，可放心使用多年。

在水槽下方的抽屉里放置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就能轻松分类和回
收不同材料，而这正是赋予废弃物品新生命的第一步。

INSJÖN 英松
厨房龙头

￥999/件

1

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

￥24.99/件

4

2

3

设计与咨询
小细节成就大不同。与我们的设计
专家团队一起探讨创意，我们将帮
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ikeaproduct:703.701.25
ikeaproduct:192.537.14
ikeaproduct:902.711.05
ikeaproduct:904.3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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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保鲜新创意
利用一些小技巧，推动实现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做好一周的菜单计划，确保
冰箱和储藏室中的食物一目了然——这样，你就能避免浪费食物，而且即使
生活有点忙，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健康习惯。

 1 IKEA 365+ 附盖食品盒 ￥29.99/件 卡扣式盒盖
可有效防止洒溢，还能保护食品免遭霜冻损坏， 
是携带食物和存放剩菜的理想之选。耐热玻璃、
塑料和硅橡胶。设计师：Sarah Fager 长15× 
宽15×高12cm 1.2升 方形/玻璃/塑料 992.691.17

 2 IKEA 365+ 附盖食品盒 ￥19.99/件 盛具和盖子 
均为透明，无论罐子放在哪里，你都可以轻松 
找到所需的物品。耐热玻璃、塑料和硅橡胶。 
设计师：Sarah Fager 直径14cm，高9cm 
600毫升 圆形/玻璃/塑料 792.690.95

 3 KORKEN 考肯 附盖罐 ￥7.99/件 密封盖有助食物
更长时间保存风味和香气。玻璃、天然橡胶和
不锈钢 直径11cm，高10.5cm，0.5升 透明玻璃 
002.135.44

 4 EFTERFRÅGAD 伊特弗加 真空食物罐 ￥59.99  
开口宽阔，易于装入食物和直接食用。不锈钢
和塑料 设计师：Anna Efverlund 高14cm 0.5升 
002.883.70

用来打包美味的剩余食物，留作明天的午餐， 
或送给有需要的邻居，分享美味。

新鲜食材，从罐子到餐桌！你可以在自家厨房轻
松打造一个小菜园，种植一些蔬菜。

挖掘食品盒的无限创意！小小盛具可以在你的日
常生活中发挥大大作用。它们非常适合用来整理
你购买的食物或用来存放预先准备好的饭菜。

IKEA 365+
附盖食品盒，圆形

￥19.99/件

2

KORKEN 考肯
附盖罐

￥7.99/件

3

1

4

ikeaproduct:592.691.19
ikeaproduct:392.690.97
ikeaproduct:702.135.45
ikeaproduct:402.883.54


METOD 米多 厨房柜门
宜家的厨房柜门和前挡板风格多样、饰面丰富，你一定能找到符合你风格和 
预算的那一款。可参考下方表格，了解我们基本厨房系列中每款柜门的价格。

价格包括什么？ 
总价包括橱柜、前挡板、台面、内部收纳件、合叶、盖板、底座、抽屉、 
柜门、拉钮/把手、水槽、水龙头和过滤器。照明和厨房电器需另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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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享有
25年免费质保。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浅色白蜡木纹 ￥90 宽40× 
高80cm 蜜胺贴膜表面。

BODBYN 伯德比 灰色￥300 宽40×高80cm 涂漆表面  
BODBYN 伯德比 玻璃柜门 ￥420 宽40×高80cm 涂漆 
表面和钢化玻璃

BODBYN 伯德比 米白￥300 宽40×高80cm 涂漆表面 
BODBYN 伯德比 玻璃柜门 ￥420 宽40×高80cm 涂漆表面
和钢化玻璃

1

4

3

KUNGSBACKA 孔巴卡  
炭灰色￥220 宽40×高80cm  
贴膜和回收贴膜表面。

新品KALLARP 卡勒普 高光
泽浅灰蓝色 ￥160 宽40× 
高80cm高光贴膜表面。

6

7

RINGHULT 林胡特 高光泽
白色￥220 宽40×高80cm  
高光贴膜表面。

LERHYTTAN 雷尔休坦 黑色￥550 宽40×高80cm 着色清漆
实心白蜡木/白蜡木贴面  
LERHYTTAN 雷尔休坦 玻璃柜门￥650 宽40×高80cm 着色
清漆实心白蜡木和钢化玻璃

SINARP 希纳普褐色￥370 
宽40×高80cm 着色清漆橡
木贴面

98 10

BODBYN 伯德比
米白色

￥300/件

KALLARP 卡勒普
高光泽浅灰蓝色

￥160/件

新品

KUNGSBACKA 孔巴卡
炭黑色

￥220/件

BODARP 博达尔普 灰绿色
￥220 宽40×高80cm 贴膜
和回收贴膜表面。

2

环保选择——BODARP 
博达尔普 前板的贴膜由
部分回收塑料制成，并
使用可再生电力生产。

深色木材色调的SINARP 
希纳普 前板可为厨房增
添精致细节与暖意。

1. ASKERSUND 阿斯克松 浅色仿白蜡木 ￥6,278

2. BODARP 博达尔普 灰绿色 ￥7,628

3. BODBYN 伯德比 灰色 ￥8,398

4. BODBYN 伯德比 灰白色 ￥8,398

5. ENKÖPING 安克平 褐色胡桃木纹 ￥7,008

6. KALLARP 卡勒普 高光泽浅灰蓝色 ￥7,028

7. KUNGSBACKA 孔巴卡 炭黑色 ￥7,028

8. LERHYTTAN 雷尔休坦 黑色 ￥11,278

9. RINGHULT 林胡特 高光白色 ￥7,628

10. SINARP 希纳普，褐色 ￥8,588

11. STENSUND 史丹桑德，白色 ￥7,588

12. VEDDINGE 维丁格 白色 ￥6,968

13. VEDHAMN 韦德哈姆 橡木 ￥11,958

14. VOXTORP 沃托普 深灰色 ￥9,478

15. VOXTORP 沃托普 高光浅米色 ￥9,478

16. VOXTORP 沃托普 高光白色 ￥9,478

 17. VOXTORP 沃托普 仿胡桃木 ￥9,478 

ENKÖPING 安克平 褐色胡桃木纹 ￥160 宽40×高80cm  
贴膜表面。
ENKÖPING 安克平 玻璃柜门￥180 宽40×高80cm 贴膜 
表面和钢化玻璃

5

ENKÖPING 安克平 带
框架前板的贴膜经久耐
用，充满真实、温暖的
木材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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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SLARP 哈斯拉普 棕色
图案￥600 宽40×高80cm 
涂清漆杨木贴面

JÄRSTA 雅斯塔 高光泽浅青
绿色 ￥220 宽40×高80cm 
高光贴膜表面。

FRÖJERED 福睿耶瑞德  
浅色竹￥100 宽40×高20cm 
清漆竹 

打造彩色柜门和抽屉前板
你可以尝试混搭多种色彩和风格的柜门，打造更有趣前卫的厨房外观。添加一扇或多
扇色彩多样的柜门或玻璃柜门，让你的新厨房焕发个性，或让你的旧厨房焕然一新。

VÅRSTA 佛诗达 不锈钢
￥150 宽40×高20cm 不锈
钢和蜜胺贴膜

VEDDINGE 维丁格 白色
￥160 宽40×高80cm 涂漆 
表面

新品VEDHAMN 韦德哈姆 橡木 ￥650 宽40×高80cm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橡木贴面 
新品VEDHAMN 韦德哈姆 玻璃柜门￥1,000 宽40×高80cm 
着色清漆实心橡木和钢化玻璃

12

13

VEDHAMN 韦德哈姆  
柜门的实心橡木框架拥
有别具一格的粒纹图案
和色彩变化，展现出原
木的自然魅力。

大厨的养成：
VÅRSTA 佛诗达 柜门采
用坚固耐用的不锈钢制
成，给厨房带来一种专
业餐厅的感觉，定能激
发你内心的大厨灵感。

HASSLARP 哈斯拉普  
柜门采用人字形图案的
木材贴面，赋予空间别
出心裁的点缀。

JÄRSTA 雅斯塔
高光泽浅青绿色

￥220/件

VOXTORP 沃托普
高光泽浅米色

￥400/件

VEDDINGE 维丁格
白色

￥160/件

VEDHAMN 韦德哈姆
玻璃柜门

￥1,000/件

13

新品

100%滑面VOXTORP  
沃托普 柜门拥有优雅的
线条和一体式把手，可
为厨房增添开阔、时尚
的外观。

STENSUND 史丹桑德白色￥220 宽40×高80cm 涂漆表面 
STENSUND 史丹桑德 玻璃柜门￥320 宽40×高80cm 涂漆
表面和钢化玻璃

11

VOXTORP 沃托普 深灰色
￥400 宽40×高80cm 贴膜
表面。

VOXTORP 沃托普 胡桃木纹 
￥400 宽40×高80cm  
贴膜表面。

VOXTORP 沃托普 高光泽浅
米色 ￥400 宽40×高80cm 
高光贴膜表面。

VOXTORP 沃托普 高光泽 
白色￥400 宽40×高80cm 
高光贴膜表面。

1514 16 17 

HASSLARP 哈斯拉普
褐色图案

￥600/件



无论你家的空间布局如何，ENHET 安纳特 都一样适合。我们拥有丰富多样、
价格实惠的厨房组合，你只需在线挑选合意的一款（我们的厨房设计工具会帮
你进行个性定制），眨眼间就能拥有一个实用的厨房方案。再简单不过！

 1 SKYDRAG 辉卓格 LED台面/感应照明条 ￥¥79.99 可使用TRÅDFRI 特鲁菲 无线
调光器调节亮度，产品需另购。铝和塑料 长40cm 可调光/白色 904.395.91 

 2 KNAGGLIG 卡纳格 储物盒 ￥129 2个箱子可堆叠放置，节省空间。未经处理
的实心松木。宽46×深31×高25cm 松木 902.923.58

 3 STÖDJA 斯多加 餐具盘 ￥22.99 专为MAXIMERA 马斯麦 抽屉（宽38.1cm） 
设计，不浪费每一寸空间。聚丙烯塑料 宽31×深50×高4.5cm 白色 301.772.24

 4 SÖDÅKRA 索德克拉 吊灯 ￥399 吊灯采用天然桦木制成，因此每一盏都各不
相同。清漆桦木贴面和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Monika Mulder 直径45cm 桦木 
604.599.34

 5 ENHET 安纳特 厨房 ￥5196.99 家电和照明产品需另购。层压刨花板、贴膜
表面和粉末涂层钢 宽243×深63.5×高222cm 白色 294.160.70

 6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强制风烤箱 ￥3,799 宽59.5×深56.9×高59.5cm 
不锈钢色 805.0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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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又不失创意

ENHET 安纳特 厨房系列和厨房混合型水龙头
享有10年免费质保。

SKYDRAG 辉卓格/TRÅDFRI 特
鲁菲 LED照明组合专为ENHET 
安纳特 厨房设计——功能完
整，设计巧妙，且易于安装。

1

4

3 STÖDJA 斯多加
餐具盘

￥22.99/件

6 MATÄLSKARE 莫特艾斯卡尔
强制风烤箱

￥3,799/件
KNAGGLIG 卡纳格
储物盒

￥129/件

2

ENHET 安纳特
厨房

￥5196.99/件

5

ikeaproduct:504.395.88
ikeaproduct:702.923.59
ikeaproduct:501.772.23
ikeaproduct:404.539.71
ikeaproduct:294.160.70
ikeaproduct:403.6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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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NHET 安纳特 厨房多用桌搁架单元 ￥1,439  
此组合提供了宽敞的空间来存放大件物品，如锅
具、煎锅和面包篮。可以用来准备或摆放食物，
或是在上面放上装满水果的大碗。粉末涂层钢  
宽123×深63.5×高91cm 白色 393.955.43

 2 ENHET 安纳特 旋转搁架 ￥59.99 巧妙的设计方
便你将搁板快速固定到ENHET 安纳特 系列的任
一开放式壁式框架或高柜框架中。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直径21cm， 
高40cm 煤黑色 204.817.72 

 3 ENHET 安纳特 悬挂搁板插件 ￥49.99 只需将此
搁板插件悬挂在开放式框架中，可以在两块搁
板之间或壁式框架下方。无须使用任何工具，
也不需要在墙上钻孔。适合ENHET 安纳特 系列
30cm深的壁柜和高柜 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 
E Lilja Löwenhielm 宽26×深28×高15cm 炭黑色 
504.817.75

奠定个性风格
展示你的心爱好物，然后把其他物品放入橱柜，隐藏在视线之外。在开放式
壁架上放置一个旋转搁架，用来存放日常必需品，近在手边，尤其适合存放
各种较小的瓶瓶罐罐。

前往IKEA.cn，使用ENHET 安纳特 
在线厨房配套设计工具

厨房多用桌可提供额外的储物空间，也是准
备饭菜或与朋友聚会聊天的地方。

ENHET 安纳特
旋转搁架

￥59.99/件

2

ENHET 安纳特
厨房多用桌搁架单元

￥1,439/件

1

3 ENHET 安纳特
悬挂搁板插件

￥49.99/件

ikeaproduct:693.315.16
ikeaproduct:204.817.72
ikeaproduct:704.657.55


柜门/抽屉 

 

 

 

 

框架/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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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厨房 
价格包含什么？ 
总价包括橱柜、开放式框架、柜门/抽屉前板，
操作台面、支脚、拉钮/把手、水槽、水龙头
和存水弯。
价格还包括ENHET 安纳特 和SKATTÅN 斯卡 
唐恩 配件。 
照明和厨房电器需另购。

￥3,857
了解更多信息或其他服务，参见第66页。

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
挑选好你喜欢的ENHET 安纳特 厨房后，接下来就只需再添置家电和照明。 
在这个精心设计的小空间，你只需要移动物件，就能腾出准备食材和下厨所需
的操作空间。你还可以轻松添置餐具盘和手推车等储物件，以优化储物空间。

满足各种喜好的厨房
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ENHET 安纳特 组合，很难的事情是挑选
自己钟意的一款。

 1 TILLREDA 提瑞达 便携电磁炉 ￥299 只要将电磁
炉插上电源，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1个2000
瓦电磁炉台 设计师：Johan Frössén 宽27× 
深30.5cm 白色 804.935.12

 2 ENHET 安纳特 柜门 ￥10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贴膜表面。宽40×高75cm 橡木纹 904.815.56

 3 ENHET 安纳特 底柜框架带搁板 ￥300 操作台面
需另购。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F Cayouette  
宽40×深60×高75cm 白色 404.816.10

 4 ENHET 安纳特 抽屉前板 ￥5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贴膜表面。宽40×高15cm 橡木纹 304.815.59

 5 ENHET 安纳特 柜门 ￥130/件 需配拉钮或把手  
贴膜表面。宽60×高75cm 橡木纹 504.815.58

选择一个简约的纯色厨房，或混搭不同色调， 
打造更有趣的外观。

TILLREDA 提瑞达 节能电磁炉不用时可存放起
来，腾出更多空间以进行其他活动。

1

2

3 4 5

仅为大约尺寸。

160cm

ikeaproduct:104.867.94
ikeaproduct:904.815.56
ikeaproduct:404.816.10
ikeaproduct:304.815.59
ikeaproduct:504.815.58


 1 HÅVERUD 哈沃鲁 带储物空间的桌子 ￥799 在储物梯上添加挂钩、悬挂储物
件和盛具，将所需的物品就近存放。蜜胺贴膜和粉末涂层钢 宽105×深66× 
高192cm 黑色 105.125.71

 2 VARIERA 瓦瑞拉 搁板插件 ￥29.99/件 可以使用随附的螺丝，将两个或多个 
VARIERA 瓦瑞拉 搁板插件连在一起。钢 宽32×深28×高16cm 白色 501.777.27

 3 KNOXHULT 诺克胡 转角厨房 ￥3,453 包含：水槽、排水管、储物柜、柜门、
操作台面、支腿、底座、搁板、合叶和安装件。刨花板、低压层压板和塑料 
宽204×深143×高220cm 白色 294.0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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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基本需求
如果你喜欢随遇而安，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你的方案——使用KNOXHULT 诺克胡 
橱柜，快速设计和购买你的厨房。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储物需求进行组合，添加拉
钮或把手，以匹配其余家居装饰，最后添置家电和内部收纳件就大功告成。

2

HÅVERUD 哈沃鲁
带储物空间的桌子

￥799/件

1

KNOXHULT 诺克胡
转角厨房

￥3,453/件

3

ikeaproduct:601.366.23
ikeaproduct:405.042.54
ikeaproduct:294.0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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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ILLREDA 提瑞达 便携电磁炉 ￥299 只要将 
电磁炉插上电源，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1个2000瓦电磁炉台 设计师：Johan Frössén 
宽27×深30.5cm 单灶/白色 804.935.12

 2 NISSAFORS 耐斯弗思 手推车 ￥199 坚固结构和
四个脚轮方便四处移动，轻松移到你所需的地
方。体积小巧，可用于狭小空间。粉末涂层钢 
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长50.5×宽30× 
高83cm 白色 904.657.35

转角方案可充分利用你的可用空间。

配送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通过网络
下单，无论订单大小，我们都能为
你送货到指定地点。

TILLREDA 提瑞达
便携电磁炉

￥299/件

1

2 NISSAFORS 耐斯弗思
手推车

￥199/件

ikeaproduct:804.935.12
ikeaproduct:404.6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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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即是多
如果你热爱下厨，但空间和预算有限，那么SUNNERSTA 苏纳思 迷你厨柜 会
是你的理想之选，而且它组装简单，可马上投入使用。搬家的时候，你还能
将它轻松拆卸，一起带走。

 1 TILLREDA 提瑞达 便携电磁炉 ￥299 只要将 
电磁炉插上电源，马上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1个2000瓦电磁炉台 设计师：Johan Frössén  
宽27×深30.5cm 804.935.12

 2 SUNNERSTA 苏纳思 独立橱柜 ￥1,028 这款 
搁架两面可用，因此你可以选择安装在右侧或 
左侧。含5个挂钩 不锈钢和粉末涂层钢 宽112× 
深56×高139cm 391.396.85

 3 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 ￥39.99/件 
HÅLLBAR 哈尔巴 垃圾桶旨在满足不同的垃圾分
类需求。这款垃圾桶适合用来回收易拉罐、卫生
用品等小包装，或者存放纸卷或购物袋。聚丙烯
塑料 设计师：Henrik Preutz 宽26.3×深21.2× 
高32.6cm 10升 浅灰色 804.175.23

 4 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 ￥59.99/件 
HÅLLBAR 哈尔巴 垃圾桶旨在满足不同的垃圾分
类需求。这款垃圾桶适合回收纸板、塑料、纸、
瓶子、玻璃、易拉罐、信封和广告信件。聚丙烯
塑料 设计师：Henrik Preutz 宽26.3×深38.6× 
高32.6cm 22升 浅灰色 704.202.05

TILLREDA 提瑞达 电磁炉
助你下厨，是你的理想厨
房家电。用完后，还可以
轻松将它收起放好，腾出
一些空间。 HÅLLBAR 哈尔巴

附盖垃圾桶，22升

￥59.99/件

4

2 SUNNERSTA 苏纳思
独立橱柜

￥1,028/件

1

3

ikeaproduct:104.867.94
ikeaproduct:803.980.58
ikeaproduct:204.202.03
ikeaproduct:691.396.84


质保 
宜家厨房能帮你轻松应对杂乱琐碎的日常家居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实际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信心，因此为大量产品提供免费的 
质量保证，包括厨房、操作台面、家电和水龙头。

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品质 
保证
25年免费质保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产品？
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在家庭使用情况下，产品在材料
和工艺方面的缺陷。本品质保证涵盖METOD 米多 厨
房系列的下列所有部件：• 柜子（TORNVIKEN 托恩维
肯 和VADHOLMA 瓦德侯玛 除外） • 前板 • UTRUSTA 
乌斯塔 合叶 • MAXIMERA 马斯麦 全拉伸式抽屉 • 
UTRUSTA 乌斯塔 搁板 • 底座 • 支腿 • 盖板 • 饰边条/
嵌条 • 操作台面 • 墙面板 • 除FYNDIG 芬蒂格 之外的
水槽 。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产品：
• FÖRVARA 弗瓦拉 抽屉、UTRUSTA 乌斯塔 网篮、 
TORNVIKEN 托恩维肯、TUTEMO 图特莫 和
VADHOLMA 瓦德侯玛 享有10年品质保证。UTRUSTA 
乌斯塔 按推式电子开门器享有5年品质保证。

以下产品不享受25年、10年或5年品质保证：
拉钮、把手、KNOXHULT 诺克胡 厨房系列、 
SUNNERSTA 苏纳思 厨房系列和FYNDIG 芬蒂格水槽。

ENHET 安纳特 厨房 
10年免费质保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产品？
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在家庭使用情况下，产品在材料
和工艺方面的缺陷。本品质保证涵盖ENHET 安纳特  
厨房系列的下列所有部件：• 柜子• 开放式框架 • 前板 • 
合叶 • 抽屉 • 搁板• 支腿 • 配件（旋转搁架、悬挂搁板
插件、挂钩杆和挂钩）

家电 
5年免费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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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构造或材料
缺陷而导致的家电故障。此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家庭环
境中使用的产品。例外情形请参见“本品质保证不涵盖
哪些内容？”。质保期间，若家电无需特殊支出即可进
行修理，则宜家将承担其修复故障涉及的所有费用，
包括修理、备用件、人工以及交通费等。此类情况
下，欧盟规定（第99/44/EG号）和相应的地方法规适
用。被替换下的零件将成为宜家的财产。

本品质保证的有效期是多久？
本品质保证自你在宜家购买家电之日起五(5)年内有
效。TILLREDA 提瑞达 和LAGAN 拉根 系列家电的品
质保证自最初购买之日起两(2)年内有效。在质保期内
享受质保服务，不会延长家电或新部件的质保期。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家电？
五(5)年品质保证适用于所有宜家厨房电器，但
TILLREDA 提瑞达 和LAGAN 拉根 厨房电器（2年质保
期）除外。

将由谁提供质保服务？
宜家服务供应商将通过自身运营或授权服务合作伙伴
网络提供服务。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正常磨损 • 故意或疏忽损坏；未遵照操作指南造成的
损坏；不正确安装或连接至错误电压造成的损坏；化
学或电子化学反应、生锈、腐蚀造成的损坏，或浸水
造成的损坏，包括但不限于水中石灰含量过高；以及
其他非正常环境造成的损坏等 • 电池和灯泡等消耗品  
• 不影响家电正常使用的非功能性和装饰性部件，包括
刮擦和可能存在的色差 •由异物以及清洁或疏通过滤
器、排水系统或皂盒而造成的意外损坏 • 下列部件的
损坏：陶瓷玻璃、配件、餐具和刀具篮、给水管和排
水管、密封件、灯具和灯罩、屏幕、拉钮、保护罩及
其部件，除非能够证明此等损坏是由生产缺陷造成的 
• 技工现场检查未发现故障之情形 • 并非由我们指定的
服务供应商和/或授权服务承包合作伙伴进行修理，或
使用非原装部件 • 由错误安装或未遵照说明安装而造
成的维修 • 将家电用于非家庭使用的环境中，比如专
业用途 • 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损坏。如果顾客自行将产
品运送回家或其他地址，则宜家对运输途中出现的损
坏不予负责。然而，若产品由宜家负责运送至顾客的
送货地址，则在送货过程中造成的产品损坏将由宜家
负责（但并不涵盖在本品质保证中）。有关此种情况
下的索赔，顾客可通过IKEA.cn联系宜家顾客服务中心 
• 宜家家电的初始安装费用。这些限制不适用于由专业
技工使用原装配件进行无故障修理服务，让家电符合
其他欧盟国家技术安全规定的情形。

厨房混合型水龙头
10年免费质保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10年品质保证适用于所有宜家厨房混合型水龙头。 
本品质保证涵盖材料和工艺缺陷。此品质保证仅适用
于家庭环境中使用的产品。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厨房混合型水龙头？
KALLSJÖN 卡尔松 柱式水龙头享有2年品质保证， 
自购买之日起生效。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被用于腐蚀性环境中的产品。

一般信息
什么是品质保证？
具体产品的品质保证涵盖范围，请参见该产品说明
中的描述。

品质保证时限
产品旁列出的品质保证年限，从购买之日起生效。

宜家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问题？
宜家将对产品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属于该品质保证
范围。如果认为涵盖在内，宜家将决定对缺陷产品进
行修理，或者更换同样或相当的产品。如果产品的问
题在该品质保证的范围内，并且产品无须特殊支出即
可进行修理，则宜家将承担由自身引起的修理、备用
件、人工费用以及维修人员的交通费用。但对于未经
宜家授权的任何维修工作，宜家将不承担任何费用。
维修过程中拆卸的任何缺陷零部件都将由宜家收回。
如果该产品不再在宜家出售，则宜家将提供适当的替
代品。选择何种替代品由宜家自行决定。

品质保证条件
品质保证自顾客从宜家购买之日起生效。须提供原始
收银条作为购买凭证。

免责说明
品质保证不适用于受到不当储存或组装、滥用、错误
使用、改装，或使用错误的清洁方式或清洁剂产品进
行清洁的产品。品质保证不包括正常磨损、划痕和刮
擦，或者由撞击或事故引起的损坏。如果非户外或浴
室产品被放置于户外或浴室等潮湿环境，品质保证也
不适用。除非特别说明，否则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家用
的情况。品质保证不涵盖间接或附带的损坏。

保养说明
欲享受质保服务，需遵循每种产品的特定保养说
明。你可在宜家商场以及宜家网站上找到保养说
明：IKEA.cn

一般法律权利
本品质保证给予你特定的法律权利，同时不影响你依
法享有的其他权利。对于宜家不提供免费延期保修的
产品，你仍然享有由法律赋予的权利。你可以从当地
贸易标准办公室或公民咨询局，获取有关你所享有的
法律权利的信息。

需要服务时，如何联系我们：
请联系当地的宜家商场。在宜家家居线上平台上可以
找到商场地址和电话号码，请妥善保管购买收据作为
购买凭证。欲享受质保服务，须提供购买凭证。如需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当地商场领取质保手册。

在测试实验室中，我们把METOD 米多 厨房抽屉
开合了200,000次，确保产品能够经受至少25年
的日常使用，品质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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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厨房系列和厨房混合型水龙头享
有10年免费质保。

家电享有5年免费质保。

METOD 米多 厨房系列享有25年免费质保。



厨房设计
小细节成就大不同。与我们的设计专家团队一起探讨
创意，我们将帮助你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细节。

测量服务
如果你需要，我们还可以为你测量房间，做好其他检
查工作，包括确认门窗和电源插座的位置，以及墙壁
的材料和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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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换货政策
改变主意，没有问题。你可在365天之内退回所购产
品，即使你已经组装了产品，只要产品是全新的且未
使用过，即可获得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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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需要长一点时间来完成付款，我们也支持分
期付款。

配送服务
无论你在实体店购买还是通过网络下单，无论订单大
小，我们都能为你送货到指定地点。

搬除和回收服务
帮你送达新的厨房组件后，我们很乐意为你搬走和回
收旧厨房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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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让
我们代劳！
我们提供丰富的服务方案，你可以自由决定哪些部分由自己动手完成，哪些
部分让我们为你代劳。本页将介绍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的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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