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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MORGON 古德莫/TOLKEN 托尔肯/HÖRVIK 霍维克
带台面洗脸池柜，45×32cm 洗脸池

￥3,180/件

生活需要断舍离
舍弃无用之物，才能更好地放松身心。EKOLN 伊空 垃圾桶的线条简洁、
流畅，放在浴室里，能令整个空间看上去焕然一新。搭配同系列其他配
件，可打造和谐的外观。

EKOLN 伊空
垃圾桶 镀锌钢、粉末涂层、不锈钢和塑料。
直径17cm，高24cm 3升 米色 504.930.14

￥79.99/件

欢迎光临宜家商场！要了解宜家商场的营业时
间或查找你附近的宜家商场，请访问宜家家居
线上平台 

ikeaproduct:693.859.53
ikeaproduct:704.9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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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
   GODMORGON 古德莫/TOLKEN 托尔肯/ 

HÖRVIK 霍维克 带台面洗脸池柜，45×32cm 
洗脸池 ￥3,180 贴膜表面和粗碎大理石。宽82× 
深49×高43cm Gillburen 吉尔布伦/深灰色/仿大
理石/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水龙头 394.179.17

  LINDBYN 林德比恩 镜子 ￥299 镜面玻璃和
铝。设计师：Andreas Fredriksson 宽60× 
高120cm 黑色 804.586.22

   新品 KABOMBA 卡邦巴 LED壁灯 ￥399 钢和
塑料 设计师：C Halskov/H Dalsgaard 直径
14cm，高47cm 可调光/哑光/黑色 904.8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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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知不觉间力行环保。采用水雾模式的宜
家ÅBÄCKEN 阿贝肯 龙头用雾喷嘴可减少出
水量，你不需要改变日常习惯，也能实现更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走进浴室，放松身心
当你想一个人独处，找个可以放松的地方，对着镜子给自己鼓舞打气，又或
者安静冥想，专心写作，甚至是放肆大哭，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那么浴室
会是不错的选择。

一个整洁的浴室，所有物品井井有条，置身其中，你可以消除杂念，呵护身
心，享受独处的私密感，获得慰藉和幸福感。

如果说，在你享受幸福的泡澡之余，宜家还有什么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那当
属我们提供的一系列实用服务。

在IKEA.cn阅读更多关于宜家服务
的详情

ikeaproduct:904.238.25


你的放松之道有哪些？

GODMORGON 古德莫
整齐收纳，营造平和感

HEMNES 汉尼斯
置身和谐与经典风格的浴室中

ENHET 安纳特
根据你的日常洗漱习惯个性化 

服务、品质保证及退换货
你的浴室，由你做主

NYSJÖN 尼逊、LILLTJÄRN 利勒珊、 
RÅGRUND 罗格朗
探索极简风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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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品 ÅBÄCKEN 阿贝肯 水龙头用雾喷嘴 ￥39.99 
ABS塑料。设计师：Erik Thomasson 高30mm 
704.444.66

 2 GANSJÖN 甘雪恩 浴室用品3件套 ￥99.99 石瓷。 
405.097.94

2

受到启发，想要获得更多灵感？
欢迎访问宜家家居各线上平台，
浏览完整的产品系列

ikeaproduct:504.988.89


 1 GODMORGON 古德莫 浴室家具，4件套 
￥4,984 贴膜表面和陶瓷。宽82×深49×高93cm 
Kasjön 卡雪恩/白色/HAMNSKÄR 汉斯卡 水龙头 
193.895.24

￥4,984

 2 GODMORGON 古德莫 支腿 ￥60 不锈钢。 
设计师：Sarah Fager 17×26cm Kasjön 卡雪恩/
亮面 703.917.31

 3 SKOGHALL 斯哥奥 自粘挂钩 ￥29.99 /3件套 
带自粘胶带，易于固定到墙上。镀铬锌镀铬 
602.286.27

 4 GODMORGON 古德莫 附盖储物盒，5件套 
￥59.99 帮助你收纳首饰、化妆品和瓶瓶罐罐。 
尺寸：1个盒子（24×20×9.5cm，3.8升）、 
1个盒子（22×7.8×9.5cm，1.2升）和3个
盒子（9.9×7.8×9.5cm，0.5升） PET塑料 
24×20×10cm 烟熏色 304.002.71

 5 HAMNSKÄR 汉斯卡 洗脸池水龙头，带过滤器 
￥795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5.7升/分钟） 
镀铬黄铜。设计师：Ola Wihlborg 高19cm 镀铬 
603.430.76

 6 SALUDING 萨鲁丁 洗衣篮 ￥299 竹 设计师： 
Nike Karlsson 直径40cm，高64cm 50升 手工制
作/竹质 505.035.84

 7 FRIHULT 弗利荷 壁灯 ￥249 玻璃、铝和不锈钢  
设计师：Kevin Gouriou 宽度：23cm  
高度：26.5cm 灯罩直径：14cm 不锈钢色 
604.3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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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GODMORGON 古德莫 GODMORGON 古德莫 5

GODMORGON 古德莫/RÄTTVIKEN 拉特维肯
浴室家具，4件套

￥4,98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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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KOGHALL 斯哥奥
自粘挂钩

￥29.99/件

5 HAMNSKÄR 汉斯卡
洗脸池水龙头，带过滤器

￥795/件

6 SALUDING 萨鲁丁
洗衣篮

￥299/件

仅为大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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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节上保持和谐
宽敞的储物空间有助你保持浴室整洁，营造令人心境平和的
氛围。GODMORGON 古德莫 不仅有丰富的款式和功能任你
挑选，而且充满精心设计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保持
物品井井有条，带给你愉快的心情。

ikeaproduct:903.917.30
ikeaproduct:404.316.01
ikeaproduct:302.070.75
ikeaproduct:803.430.75
ikeaproduct:705.035.83
ikeaproduct:493.900.31


6 GODMORGON 古德莫 GODMORGON 古德莫 7

在家享受SPA水疗的一天！ 
不妨抽一天时间，和孩子在家享受惬意SPA。高效利用储物空间，确保洗漱
用品收纳在视线之外，但又方便拿取，这样你还能轻松腾出更多空间，好好
享受令人精神焕发的SPA时光。挑选一些舒适好用的沐浴用品：一篮子的身
体护理产品、蓬松的毛巾、柔软的拖鞋、温暖的浴袍…… 当然还有舒缓的音
乐，让所有感官放松享受。最后加上衬托氛围的照明灯具和一张方便的踏脚
凳，一切准备就绪！记住，你不需要追求完美。只需要好好整理和放松一下。 

 

 2 ODENSVIK 奥登维 双槽洗脸池 ￥995 陶瓷 
设计师：Magnus Elebäck 宽103×深49cm 
301.792.18

 3 VILTO 维尔托 搁架单元 ￥599 涂清漆实心桦木 
设计师：Maja Ganszyniec 宽46×深26× 
高150cm 桦木 103.4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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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MORGON 古德莫
双屉洗脸池柜

￥1,795/件

1

3 VILTO 维尔托
搁架单元

￥599/件

仅为大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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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m2

 1 GODMORGON 古德莫 双屉洗脸池柜 ￥1,795  
高光贴膜表面。宽100×深47×高58cm 高光泽/ 
白色 703.440.99

￥1,795

ikeaproduct:001.356.12
ikeaproduct:803.440.94
ikeaproduct:903.444.56


安装家具时需要帮助？你可以与我们
的专家约定合适的时间，一起规划和
设计你的理想浴室。参见第34页或
访问宜家家居线上平台，了解详情

非接触式感应水龙头既能让水槽更干净，又可节
约不必要的用水量。在水龙头前面用手轻轻一
划，就能打开水龙头；移开手2秒后，水龙头又
会自动关上，就像魔法一样神奇。

2

3

4

8 GODMORGON 古德莫 GODMORGON 古德莫 9

1

 1 VILTO 维尔托 踏脚凳 ￥149 涂清漆实心桦木  
设计师：Maja Ganszyniec 宽40×深32×高25cm 
桦木 403.444.54

 2 GANSJÖN 甘雪恩 浴室用品3件套 ￥99.99 石瓷 
405.097.94

 3 KROKFJORDEN 克约登 带吸盘篮筐 ￥79.99 
涂粉末/镀锌钢 宽24×深12×高11cm 镀锌 
704.540.02

 4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洗脸池感应龙头 ￥1,29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5.7升/分钟）  
镀铬黄铜 设计师：H Preutz/N Karlsson 高13cm 
镀铬  204.233.53

 5 VALLASÅN 沃拉松 浴巾 ￥69.99 该产品提供了
不同尺寸选择。80%棉，20%粘胶纤维/人造丝。 
宽70×长140cm 浅灰色/褐色 605.021.26

5 VALLASÅN 沃拉松
浴巾

￥69.99/件

ikeaproduct:504.988.89
ikeaproduct:405.107.35
ikeaproduct:904.540.01
ikeaproduct:004.233.54
ikeaproduct:603.444.53
ikeaproduct:805.021.25


10 GODMORGON 古德莫 GODMORGON 古德莫 11

 1 GODMORGON 古德莫/ODENSVIK 奥登维 浴室
家具，4件套 ￥2,585 贴膜表面和陶瓷。宽63×
深49×高64cm 白色/DALSKÄR 达斯卡 水龙头 
893.324.64

￥2,585

 2 GODMORGON 古德莫 附盖储物盒，5件套 
￥59.99 帮助你收纳首饰、化妆品和瓶瓶罐罐。 
尺寸：1个盒子（24×20×9.5cm，3.8升）、 
1个盒子（22×7.8×9.5cm，1.2升）和3个盒子
（9.9×7.8×9.5cm，0.5升） PET塑料。烟熏色 
304.002.71

 3 VALLAMOSSE 瓦拉莫瑟 恒温淋浴水混合器 
￥500 镀铬锌和聚酰胺塑料。宽26.5×深10cm  
镀铬 903.496.56 

 4 LILLREVET 利勒耶夫 单功能手持花洒 ￥24.99 
该手持式花洒用水量为6.8升/分钟。ABS塑料和
合成橡胶 直径8cm 白色 103.426.30 

 5 TISKEN 提斯科恩 带吸盘篮筐 ￥39.99 塑料和 
合成橡胶。宽28×深17×高17cm 白色 203.812.54

 6 TISKEN 提斯科恩 吸盘牙刷架 ￥16.99 塑料和 
合成橡胶 高18cm 白色 503.8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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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齐收纳，保持平和
即使你的浴室空间小，它也足以装得下你的日常洗漱和美容
用品，同时保持整洁平和的外观。利用丰富的巧妙储物空
间，例如带有内部收纳件的抽屉、挂钩以及方便好用的带吸
盘篮子，就能收纳好你和家人的各式物品。

仅为大约尺寸。

19
0c

m

165cm

3.1 m2

在浴室抽屉里放上几个
GODMORGON 古德莫 储
物盒，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
条，看上去赏心悦目。

4

3

2

TISKEN 提斯科恩
带吸盘篮筐

￥39.99/件

5

6

GODMORGON 古德莫/ODENSVIK 奥登维
浴室家具，4件套

￥2,585/件

1

ikeaproduct:403.812.53
ikeaproduct:303.426.29
ikeaproduct:103.496.55
ikeaproduct:803.812.94
ikeaproduct:893.324.59
ikeaproduct:504.002.70


12 GODMORGON 古德莫 GODMORGON 古德莫 13

 1 HÖRVIK 霍维克 带台面洗脸池柜，45×32cm  
洗脸池 ￥3,185 贴膜表面、层压板和粗碎大理石  
宽82×深49×高72cm 高光泽/白色/大理石/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水龙头 493.085.45

￥3,185
 2 GODMORGON 古德莫 双门镜柜 ￥2,499 贴膜

表面和镜面玻璃 宽80×深14×高96cm 镜面玻璃 
903.043.56

 3 EKOLN 伊空 牙刷架 ￥29.99 大小合适，可以容
纳牙刷和牙膏。石瓷 设计师：Anna Efverlund 
高11cm 米色 104.930.11

 4 BRÅVIKEN 布拉维肯 双屉洗脸池柜 ￥4,480  
贴膜表面和粗碎大理石 宽100×深48×高68cm  
白色仿橡木纹/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水龙头 
392.925.02

￥4,480
 5 GODMORGON 古德莫 高柜 ￥1,295 贴膜表面

和钢化玻璃 宽40×深32×高192cm 白色仿橡木纹 
903.440.60

 6 STORJORM 司铎约 双门镜柜/内置照明  
￥1,995 贴膜表面、钢化玻璃和镜面玻璃  
设计师：Henrik Preutz 宽100×深14×高96cm 
白色 602.5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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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尚、舒适又整齐
想打造一间舒适的浴室，早晨可以高效洗漱清洁，晚间能够放松享受个人的宁静空
间？没有问题！这些家具方案带深抽屉，能将你的物品整齐收纳在视线之外，呈现
你想要的整齐外观。GODMORGON 古德莫 系列可以帮你实现心中所想。

2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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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MORGON 古德莫/BRÅVIKEN 布拉维肯
双屉洗脸池柜

￥4,480/件

4

GODMORGON 古德莫/TOLKEN 托尔肯/HÖRVIK 霍维克
带台面洗脸池柜，45×32cm 洗脸池

￥3,185/件

1

ikeaproduct:103.043.55
ikeaproduct:603.440.71
ikeaproduct:202.481.18
ikeaproduct:304.930.10
ikeaproduct:592.925.01
ikeaproduct:893.085.48


宁静祥和，又不失个性
充足的储物空间、方便的挂钩和兼作装饰的收纳件——有了模块化的ENHET 安
纳特，你可以随心布置灵活的浴室，易于组装和个性定制，方便满足家人不同
的日常习惯，又或者尽情彰显你的个性风采。

14 ENHET 安纳特 ENHET 安纳特 15

 2 ENHET 安纳特 挂钩 ￥8.99 /2件套 可以搭配
ENHET 安纳特 挂钩杆（需另购）。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长5cm 白色 
804.817.74

 3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7.99聚丙烯塑料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直径12cm， 
高34cm 104.817.77

 4 ENHET 安纳特 镜柜 ￥399 包含：含2块搁板的 
壁架，1个悬挂式镜框。镜面玻璃和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宽60×深17× 
高75cm 白色 693.965.79

 5 ENHET 安纳特 旋转搁架 ￥59.99 适合所有 
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 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 
E Lilja Löwenhielm 直径21cm，高40cm 煤黑色 
204.817.72

 6 OPPEJEN 奥佩耶恩 淋浴隔断 ￥1,499 铝和钢化 
玻璃 设计师：Henrik Preutz 宽84×高199cm  
玻璃 104.2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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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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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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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旋转搁架

￥59.99/件

5

配上OPPEJEN 奥佩耶恩 淋浴屏，沐浴时可以保
持光线充足，避免水花四溅！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 
18件套 ￥3,607.94 贴膜表面。橡木纹/白色/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水龙头094.257.68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洗脸池、存水弯、 
水龙头、拉钮/把手、悬挂式镜子、挂钩和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照明需另购。

￥3,607.94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18件套

￥3,607.94/件

1

ikeaproduct:004.657.54
ikeaproduct:304.657.57
ikeaproduct:793.365.18
ikeaproduct:504.101.65
ikeaproduct:204.657.34
ikeaproduct:793.376.50


16 ENHET 安纳特 ENHET 安纳特 17

为自己布置一个简约的浴室
想要目之所及都是漂亮的瓶瓶罐罐和纺织品，同时将各种日用品收藏在视线
之外？没问题！你可以结合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或直接挑选现成的家具组
合。然后就是更有趣的部分：挑选颜色、配件和款式。这样，你就能在一间
时尚又简约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浴室中放松身心。

 2 VÅGSJÖN 沃格逊 毛巾 ￥9.99/件 有多种颜色。 
100%棉设计师：Paulin Machado 宽40× 
长70cm 白色 003.509.94

 3 FÖRSIKTIG 福思迪 儿童凳 ￥19.99 顶部的防滑 
垫套可减少滑倒风险。塑料和橡胶 设计师： 
K Hagberg/M Hagberg 宽37×深24×高13cm  
白色/绿色 402.484.19

 4 TISKEN 提斯科恩 钩带吸盘 ￥19.99 /2件套 
吸盘可以紧紧吸附在玻璃或瓷砖等平滑表面上。 
可与TISKEN 提斯科恩 系列的其他家具搭配组合。 
塑料和合成橡胶 长10×宽6×高4cm 白色 
503.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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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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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为大约尺寸。

14
4c

m

283cm

4.1 m2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 
16件套 ￥2,792.95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  
宽44×深43×高87cm 白色/PILKÅN 皮勒孔 水龙头  
294.091.59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镜子、洗脸池、
存水弯、水龙头、支腿、拉钮/把手、悬挂式 
镜子、挂钩和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照明需另购。

￥2,792.95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16件套

￥2,792.95/件

1

ikeaproduct:703.509.95
ikeaproduct:602.484.18
ikeaproduct:703.812.75
ikeaproduct:294.091.59


4

5

7

6
2

 1 ENHET 安纳特 高架带搁板 ￥460 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F Cayouette 宽30×深30×高180cm  
白色 304.816.01

 2 VÅGSJÖN 沃格逊 浴巾 ￥29.99/件 100%棉 
宽70×长140cm 浅米色 904.946.10

 3 TROLLDOM 特洛杜姆 带帽婴儿毛巾 ￥79.99 
0岁以上儿童适用。100%棉设计师：Malin 
Gyllensvaan 宽80×长80cm 小鹿造型/褐色 
805.143.93

 4 SAXBORGA 萨克斯波嘉 附盖罐和托盘5件套 
￥69.99 罐子带软木盖和托盘，可单独、堆叠或
分组放置，不易移位。尺寸：2个罐直径8cm，
高5.5cm；2个罐直径8cm，高11cm；1个托盘
长26×宽×10×高3cm 玻璃和软木 设计师： 
H Preutz/M Seipel 203.940.15

 5 STORAVAN 斯道温 浴室用品3件套 ￥14.99  
包含：1个400毫升皂液器（高16.5cm）、1个 
400毫升牙刷架（高11cm）和1个托盘 
（长15cm，深7.5cm）。塑料 设计师： 
Hanna-Kaarina Heikkilä 白色 504.290.04

 6 ENHET 安纳特 旋转搁架 ￥59.99 适合所有
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直径21cm， 
高40cm 煤黑色 204.817.72

 7 TAVELÅN 塔芙洛 托盘 ￥49.99 /2件套。包含： 
1个托盘（宽30cm，深15cm，高6cm）和1个 
托盘（宽13cm，深15cm，高6cm） 清漆竹。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304.817.76

 8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7.99 可搭配ENHET 
安纳特 挂钩（2件套）。聚丙烯塑料 设计师： 
E Lilja Löwenhielm 直径12cm，高34cm 1.2升 
104.8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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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HET 安纳特
高架带搁板

￥460/件

1
8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7.99/件

使用ENHET 安纳特 配件整理和展示你的
瓶瓶罐罐和各式小物件。这些配件可轻松
添加到框架上。它不仅能提供额外的储物
空间，还能出色融入你的家居装饰。

18 ENHET 安纳特 ENHET 安纳特 19

3

使用开放式储物装置和巧妙的配件，发挥墙
壁的储物潜力，充分利用浴室的空间。而且
全家人都能轻松拿取物品。

ikeaproduct:404.489.46
ikeaproduct:104.946.09
ikeaproduct:005.143.92
ikeaproduct:403.918.79
ikeaproduct:504.657.56
ikeaproduct:204.657.34
ikeaproduct:304.657.57
ikeaproduct:704.290.03


仅为大约尺寸。

11
5c

m

172cm

90cm86cm

2.6 m2

掌握自己的生活
一个带滑动镜面柜门的柜子可节省空间，配上宽敞抽屉和实
用挂钩，各式各样的储物空间和谐融合，既别具个性又富于
功能性，而且无需打孔。毛巾架和挂钩自带吸盘，可以轻松
固定到墙上，还可以撕掉再贴，方便快捷。
 
 

想在晨间洗漱时拥有明亮的
光线，到了晚上沐浴时又换
上舒适的氛围照明？一切由
你决定！HAVSDUN 哈斯顿 
LED壁灯可调光。

 2 TRENSUM 特蕾萨姆 镜子 ￥29.99 镜面玻璃和 
不锈钢直径17cm，高33cm 不锈钢 601.820.40

 3 HAVSDUN 哈斯顿 LED壁灯 ￥299 钢、塑料和 
玻璃 设计师：Hanna Klarqvist 高26.5cm  
可调光/白色/磨砂玻璃/白色 104.992.54

 4 VÅGSJÖN 沃格逊 浴巾 ￥29.99 100%棉  
设计师：Paulin Machado 宽70×长140cm 白色 
603.509.86

 5 TISKEN 提斯科恩 带吸盘毛巾架 ￥59.99 涂粉末
漆铝、塑料和合成橡胶 宽87×深8×高10cm 白色 
203.812.87

 6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带切换器的顶喷/手持
花洒套件 ￥899 该手持式花洒用水量为8升/分钟， 
顶喷花洒用水量为9.5升/分钟。镀铬黄铜  
设计师：H Preutz/N Karlsson 高88cm 镀铬 
703.425.47 

 7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浴用搁架 ￥79.99 镀铬
塑料 设计师：H Preutz/N Karlsson 宽25×深11×
高4cm 镀铬 703.285.27

 8 EKOLN 伊空 皂液器 ￥29.99 带彩釉石瓷  
设计师：Anna Efverlund 高18cm 300毫升 米色 
304.9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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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ISKEN 提斯科恩
带吸盘毛巾架

￥59.99/件

6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带切换器的顶喷/手持花洒套件

￥899/件

2

3

4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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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 
13件套 ￥1,991.95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 
（5.7升/分钟） 贴膜表面和陶瓷。宽64× 
深43×高65cm 白色/炭黑色/SALJEN 萨利恩  
水龙头  394.310.89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洗脸池、存水弯、
水龙头、拉钮/把手、悬挂式镜子、挂钩 
和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照明需另购。

￥1,991.95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13件套

￥1,991.95/件

1

ikeaproduct:403.812.86
ikeaproduct:903.425.46
ikeaproduct:245.244.85
ikeaproduct:304.992.53
ikeaproduct:803.509.85
ikeaproduct:903.285.26
ikeaproduct:604.930.04
ikeaproduct:594.193.69


仅为大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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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浴室，送货上门！参见第20
页，进一步了解我们的配送服务。

LILLASJÖN 利拉雪恩
5钩连壁搁架

￥39.99/件

5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14件套

￥2,785/件

2

4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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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浴室也可别具风格
想展示家中漂亮的毛巾和护肤品，同时藏起各种洗漱用品？混合开放式框架
与封闭式储物装置，有助于打造满足你个性需求的浴室。使用颜色和风格匹
配的配件，保持宁静有序的外观。置身于这个平静舒缓的浴室，哪怕只是短
暂的片刻，你的身心也能得到真正的放松。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 
14件套 ￥2,785 涂粉末漆钢和塑料贴膜  
设计师：Hanna Grann Dalrot 宽102×深43× 
高87cm 灰色/框架/煤黑色 PILKÅN 皮勒孔  
水龙头 394.799.29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洗脸池、存水弯、
水龙头、支腿和拉钮/把手。

  照明需另购。

￥2,785
 2 FRIHULT 弗利荷 吸顶灯/壁灯 ￥149 玻璃和铝  

设计师：Kevin Gouriou 灯罩直径16cm， 
高19cm 不锈钢色 504.316.10

 3 TVÅLSJÖN 妥福幻 浴室用品3件套 ￥79.99 石  
设计师：Hanna-Kaarina Heikkilä 204.779.54

 4 TAVELÅN 塔芙洛 托盘 ￥49.99 /2件套 包含： 
1个托盘（宽30cm，深15cm，高6cm）和1个 
托盘（宽13cm，深15cm，高6cm） 清漆竹  
设计师：E Lilja Löwenhielm 304.817.76

 5 LILLASJÖN 利拉雪恩 5钩连壁搁架 ￥39.99  
可与LILLASJÖN 利拉雪恩 系列的其他产品搭配
使用。涂粉末镀锌钢 设计师：Hanna-Kaarina 
Heikkilä 宽40×深12.5×高11.2cm 304.780.24

 6 LILLASJÖN 利拉雪恩 卫生纸卷架 ￥39.99  
可与LILLASJÖN 利拉雪恩 系列的其他产品搭配 
使用。涂粉末漆镀锌钢和实心桦木。设计师： 
Hanna-Kaarina Heikkilä 宽16×深14×高9cm 
604.7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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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充满装饰性的托盘非常适合用来收纳梳子、
指甲锉、各种小罐子等各式物品。堆叠起来， 
占用的空间就更少了。

ikeaproduct:894.799.22
ikeaproduct:204.315.60
ikeaproduct:504.657.56
ikeaproduct:004.566.41
ikeaproduct:804.566.37
ikeaproduct:504.780.23


7

6

2

3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10件套

￥1,773.99/件

1

4 ENHET 安纳特
壁架带搁板，宽60×深15×高75cm

￥250/件

5 ENHET 安纳特
壁架带搁板，宽40×深15×高75cm

￥220/件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浴室家具， 
10件套 ￥1,773.99 贴膜表面和陶瓷 宽44×深43×
高87cm 橡木纹/白色/PILKÅN 皮勒孔 水龙头 
094.082.50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镜子、洗脸池、
存水弯、水龙头、支腿、拉钮/把手和挂钩。

  照明需另购

￥1,773.99

 
 2 VÅGSJÖN 沃格逊 毛巾 ￥9.99 100%棉 宽40× 

长70cm 浅米色 404.946.17
 3 EKOLN 伊空 皂液器 ￥29.99 石瓷 设计师： 

Anna Efverlund 高18cm 300毫升 米色 
304.930.05

 4 ENHET 安纳特 壁架带搁板 ￥250 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F Cayouette 宽60×深15×高75cm  
白色 804.816.13

 5 ENHET 安纳特 壁架带搁板 ￥220 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F Cayouette 宽40×深15×高75cm  
白色 704.816.04

 6 VESKEN 维灰恩 手推车 ￥49.99 搁板外围均有
高边，以免洗发水、护发素、沐浴球等物品掉
出来。塑料 设计师：David Wahl 宽54×深18× 
高71cm 白色 504.538.81

 7 TISKEN 提斯科恩 钩带吸盘 ￥19.99 /2件套  
吸盘可以紧紧吸附在玻璃或瓷砖等平滑表面上。 
每个挂钩最多可承重3公斤。塑料和合成橡胶  
长10×宽6×高4cm 白色 503.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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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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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2

小巧、简单又巧妙
如果你的浴室很小，你可能正想着如何能将它好好布置一番。挑选一些尺寸
紧凑的家具、可放入狭小角落的带搁板壁架以及方便的挂钩，这样你就可以
轻松打造一个实用美观的现代风格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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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product:294.244.85
ikeaproduct:204.946.18
ikeaproduct:304.930.05
ikeaproduct:804.816.13
ikeaproduct:004.712.22
ikeaproduct:704.816.04
ikeaproduct:703.812.75


仅为大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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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角与浴室合二为一
干净整洁的空间能令人感觉耳目一新。在狭小的角落，创建
一个ENHET 安纳特 产品组合，充分利用空间，方便你清洁和
整理。这样你就能轻松兼得一间时尚浴室和一个洗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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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天然竹木，营造温暖平
和的氛围。这些盒子十分轻
巧，易于移动到你所需的任
何地方。

7 PURRPINGLA 普平拉
洗衣袋

￥149/件

6

4

5

3

 3 LETTAN 莱唐 镜子 ￥100 玻璃 宽60×深1× 
高96cm 604.353.06

 4 BULLIG 布丽格 储物盒 ￥99.99 清漆竹  
长32cm×宽25cm，高25cm 竹/褐色 504.745.91

 5 DRAGAN 德里根 浴室用品4件套 ￥79.99 清漆竹 
202.226.08

 6 LILLASJÖN 利拉雪恩 拉钮 ￥24.99 /2件套 涂粉
末漆铝和实心桦木 304.779.63

 7 PURRPINGLA 普平拉 洗衣袋 ￥149 宽47× 
深37×高58cm 直径47cm 804.9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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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HET 安纳特
洗衣储物组合

￥1,505.98/件

2

1

 1 ENHET 安纳特/TVÄLLEN 特威伦 双屉洗脸池柜 
￥1,725 贴膜表面和陶瓷 设计师：Hanna Grann 
Dalrot 宽64×深43×高87cm 灰色/带边框/灰色/
PILKÅN 皮勒孔 水龙头 594.801.25

  总价包括柜子、支腿、洗脸池、存水弯、水龙
头、拉钮/把手。

  照明需另购。

￥1,725

 2 新品 ENHET 安纳特 洗衣储物组合 ￥1,505.98  
贴膜表面和涂粉末漆钢。宽140×深32×高204cm 
炭黑色/灰色框架 994.803.93  
总价包括柜子、开放式框架、拉钮/把手、挂钩和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照明和家电需另购。

￥1,505.98

ikeaproduct:804.353.05
ikeaproduct:394.800.94
ikeaproduct:894.774.71
ikeaproduct:004.938.32
ikeaproduct:402.226.07
ikeaproduct:404.745.96
ikeaproduct:504.779.62


在共用浴室保留私人空间 
想要一个舒适的双人浴室？HEMNES 汉尼斯 系列家具外观低调沉
稳、搭配协调，适合用来布置时尚的双人浴室，又能出色融入其他 
家居。开放式与封闭式储物巧妙结合，呈现出别具经典格调的空间，
营造舒适感受。

 2 SAXBORGA 萨克斯波嘉 附盖罐和托盘5件套 
￥69.99 尺寸：2个罐直径8cm，高5.5cm； 
2个罐直径8cm，高11cm；1个托盘长26cm， 
宽10cm，高3cm 玻璃和软木 设计师： 
H Preutz/M Seipel 玻璃/软木 203.940.15

 3 VOXNAN 沃斯南 洗脸池水龙头，带过滤器 
￥595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5.7升/ 
分钟） 镀铬黄铜 设计师：H Preutz/N Karlsson  
高18cm 镀铬 103.430.88

 4 HEMNES 汉尼斯 带毛巾杆储物式长凳/4个挂钩  
￥999 可与HEMNES 汉尼斯 系列的其他家具
相结合。涂漆表面 设计师：T Christensen/K 
Legaard 宽64×深37×高173cm 白色 903.966.57

 5 HEMNES 汉尼斯 长台架 ￥549 涂漆表面 
设计师：T Christensen/K Legaard 长83×宽37× 
高53cm 304.842.99

 6 FRIHULT 弗利荷 吸顶灯/壁灯 ￥149 玻璃和铝  
设计师：Kevin Gouriou 直径16cm，高19cm  
不锈钢色 504.316.10

 7 VALLASÅN 沃拉松 毛巾 ￥19.99 80%棉，20%
粘胶纤维/人造丝 宽50×长100cm 浅灰色/褐色 
205.0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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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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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EMNES 汉尼斯
长台架

￥549/件

2

3

4

6

7

28 HEMNES 汉尼斯 HEMNES 汉尼斯 29

 1 HEMNES 汉尼斯 浴室家具，4件套 ￥2,934 
涂漆表面和陶瓷。宽82×深48×高90cm 白色/
VOXNAN 沃斯南 水龙头 993.360.94

￥2,934

HEMNES 汉尼斯/TÖRNVIKEN 通维肯
浴室家具，4件套

￥2,934/件

1

ikeaproduct:502.236.25
ikeaproduct:403.918.79
ikeaproduct:303.430.87
ikeaproduct:303.966.55
ikeaproduct:204.315.60
ikeaproduct:005.021.34
ikeaproduct:293.361.01


仅为大约尺寸。

21
7c

m

97cm

210cm

4.7 m2

深呼吸
在令人惬意无比的浴室完成晨间洗漱，精神焕发地迎
接新的一天。通过中性色调设计、充满触感的细节、
传统风格的水槽柜以及封闭式和开放式储物组合， 
打造你想要的通透感和美感。是时候关掉手机， 
尽情享受你的淋浴时光。你值得好好放松一下。

30 HEMNES 汉尼斯 HEMNES 汉尼斯 31

 1 HEMNES 汉尼斯/RÄTTVIKEN 拉特维肯 浴室 
家具5件套 ￥5,775 涂漆表面和陶瓷 宽82×深49× 
高93cm 白色/RUNSKÄR 兰斯卡 水龙头 
194.849.03

￥5,775

 2 KROKFJORDEN 克约登 带吸盘篮筐 ￥79.99  
最多可承重3公斤。涂粉末/镀锌钢。宽24×深12× 
高11cm 镀锌 704.540.02

 3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房门式挂衣钩 ￥49.99 
带衬垫背面可防止刮门。不锈钢 设计师： 
H Preutz/N Karlsson 宽29×高14cm 不锈钢 
903.285.45

 4 NISSAFORS 耐斯弗思 手推车 ￥199 涂粉末漆钢。 
设计师：Ebba Strandmark 长50.5×宽30× 
高83cm 白色 904.657.35

 5 VALLAMOSSE 瓦拉莫瑟 升降杆和手持花洒套件 
￥199 不锈钢和镀铬塑料 高620mm 镀铬 
903.496.61

 6 FRIHULT 弗利荷 吸顶灯/壁灯 ￥149/件 玻璃和
铝 设计师：Kevin Gouriou 灯罩直径16cm， 
高19cm 不锈钢色 504.316.10

 7 TVÅLSJÖN 妥福幻 浴室用品3件套 ￥79.99 石瓷 
设计师：Hanna-Kaarina Heikkilä 204.7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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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房
门式挂衣钩巧妙利用闲置空
间，用来收纳毛巾、浴袍等
物品，再合适不过。

HEMNES 汉尼斯/RÄTTVIKEN 拉特维肯
浴室家具，5件套

￥5,775/件

1

3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房门式挂衣钩

￥49.99/件

2

4

5

6

7

ikeaproduct:993.044.46
ikeaproduct:204.315.60
ikeaproduct:103.496.60
ikeaproduct:404.657.33
ikeaproduct:203.285.44
ikeaproduct:904.540.01
ikeaproduct:804.566.37


5

7

LILLTJÄRN 利勒珊/SKATSJÖN 斯科特逊
浴室家具，5件套

￥668.99/件

4NYSJÖN 尼逊
洗衣储物组合

￥1,648/件

3

NYSJÖN 尼逊/BJÖRKÅN 比约克昂
浴室家具，5件套

￥1,124.99/件

1

6 RÅGRUND 罗格朗/BJÖRKÅN 比约克昂
洗脸池/转角搁板

￥1,308/件

32 NYSJÖN 尼逊、LILLTJÄRN 利勒珊、RÅGRUND 罗格朗 NYSJÖN 尼逊、LILLTJÄRN 利勒珊、RÅGRUND 罗格朗 33

一切从简
无论是散发着惬意气息的竹制储物产品或是轻便的滑门柜子，我们这三个巧
妙的产品系列将为你的小浴室开启清爽的一天，让你更好地充电和放松心
情，这些家具可轻松带回家，安装也很简单，马上就能投入使用，为你提供
储物空间。 
 

 1 NYSJÖN 尼逊/BJÖRKÅN 比约克昂 浴室家具， 
5件套 ￥1,124.9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
（5.7升/分钟） 贴膜表面和陶瓷 宽54×深40× 
高98cm 白色/PILKÅN 皮勒孔 水龙头  
994.196.78

￥1,124.99

 2 SKISSEN 希森 浴室用品3件套 ￥49.99 包含： 
1个340毫升皂液器（直径7cm，高19cm）， 
1个牙刷架（直径8cm，高10.3cm）和1个托盘
（直径8.5cm） 玻璃和不锈钢 204.831.15

 3 NYSJÖN 尼逊 洗衣储物组合 ￥1,648 贴膜表面。 
宽105×深32×高190cm 白色 394.159.56

￥1,648
 4 LILLTJÄRN 利勒珊/SKATSJÖN 斯科特逊 浴室

家具5件套 ￥668.99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 
（5.7升/分钟） 聚丙烯塑料和ABS塑料。 
宽45cm�深35cm 白色/SALJEN 萨利恩 水龙头  
794.314.07

￥668.99

 5 VESKEN 维灰恩 手推车 ￥49.99 塑料 设计师： 
David Wahl 宽54×深18×高71cm 白色 
504.538.81

 6 RÅGRUND 罗格朗/BJÖRKÅN 比约克昂 洗脸池/ 
转角搁板 ￥1,308 随附用于高压系统的起泡器 
（5.7升/分钟）清漆竹 宽68cm�深34cm，高
60cm 竹/ENSEN 安森 水龙头  094.840.03

￥1,308
 7 NISSEDAL 尼瑟达 镜子 ￥199 镜面玻璃和贴膜

表面。设计师：Eva Lilja Löwenhielm 宽65× 
高65cm 白色 903.2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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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在线选购？请前往宜家家居线
上平台，查看完整的浴室系列产品

ikeaproduct:004.712.22
ikeaproduct:203.203.12
ikeaproduct:094.313.35
ikeaproduct:094.159.53
ikeaproduct:194.196.77
ikeaproduct:394.835.54
ikeaproduct:104.566.45


服务

浴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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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为你提供家居灵感和功能解决方案，包括柜子
和储物装置的摆放位置，以及照明的安装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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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为任何家具预订此服务，无论是单件家具，还
是全套浴室用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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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能为你适时地送货到指定地点。

安装服务
如果你还想更轻松自在一些，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浴室
安装服务，全程为你打理好一切。

质保
GODMORGON 古德莫 和ENHET 安纳特
10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家庭使用的情况，涵盖所有下列
家具产品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GODMORGON 
古德莫 家具和GODMORGON 古德莫 支腿。也
适用于GODMORGON 古德莫 储物单元2件套和
GODMORGON 古德莫 储物件。也适用于所有ENHET 
安纳特 系列产品。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TOLKEN 托尔肯 台面。

浴室恒温淋浴水混合器
10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适用于宜家所有淋浴恒温水混合器。本品
质保证涵盖所有浴室淋浴水混合器在材料和工艺方面
的缺陷。我们的产品全部经过测试，远超相关国际标
准，而且全部选用上乘品牌配件，以实现10年品质保
证的承诺。

浴室洗脸池和混合型水龙头
10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适用于宜家所有浴室洗脸池（包括排水
管）以及混合型水龙头。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家庭使
用的情况，涵盖所有浴室洗脸池和混合型水龙头在材
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适用于未妥善存放、组装或安装，或采
用错误的清洁方式或产品进行清洁的产品，也不适用
于由撞击、意外或水中渣滓造成的损坏。本品质保证
也不适用于应当定期清洗并在磨损时进行更换的混合
型水龙头滤水器/起泡器。

OPPEJEN 奥佩耶恩 和FOTINGEN 弗洛廷根
10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适用于宜家的所有浴室淋浴间和淋浴隔
断。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家庭使用的情况，涵盖宜
家所有浴室淋浴间和淋浴隔断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
缺陷。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适用于未妥善存放、组装或安装，或采
用错误的清洁方式或产品进行清洁的产品，也不适用
于由撞击、意外或水中渣滓造成的损坏。OPPEJEN 奥
佩耶恩 部件滑片和门密封条不适用10年品质保证，这
些部件享有3年品质保证。

浴室淋浴配件
3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涵盖BROGRUND 布鲁格隆德 和VOXNAN 
沃斯南 顶喷花洒、手持花洒、淋浴管、升降杆和浴
用搁架，VALLAMOSSE 瓦拉莫瑟 手持花洒、淋浴
管、升降杆，LILLREVET 利勒耶夫 手持花洒、淋浴
管和KOLSJÖN 库勒逊 手持花洒托架、淋浴管。本品
质保证自购买之日起生效，须提供原始收据作为购买
凭证。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正常的磨损、划痕和刮擦，以及由
撞击、意外或水中渣滓造成的损坏。请遵循组装说明
和保养说明使用产品。本品质保证不适用于受到不当
储存、不当组装或安装、不当使用、滥用、错误使
用、改装或者使用错误的清洁方式或清洁剂进行清洁
的产品。本品质保证不涵盖被用于户外环境或腐蚀性
环境中的产品，也不涵盖意外损坏的产品。仅适用于
美国地区的顾客：部分州不允许限制或排除间接或附
带损坏，因此这种限制或排除可能对你不适用。

34 服务和品质保证

所有GODMORGON 古德莫 家具、ENHET 安
纳特 产品、OPPEJEN 奥佩耶恩 淋浴门和淋浴
隔断、FOTINGEN 弗洛廷根 淋浴托盘、淋浴水
混合器、洗脸池和混合型水龙头免费享有10年
品质保证。

BROGRUND 布鲁格隆德、LILLREVET 利勒耶
夫、VOXNAN 沃斯南 和VALLAMOSSE 瓦拉莫
瑟 顶喷花洒/手持花洒/淋浴管、OPPEJEN 奥佩
耶恩 滑片和门密封条免费享有3年品质保证。

我们提供丰富的服务方案，因此，你不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还可以决定哪些部分由自己动手，哪些部分让我们为
你代劳。本页将介绍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的各种服务。

你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让我们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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