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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家居各个区域的

洗衣区解决方案

购物指南。

宜家洗衣和
清洁用品系列

我们希望为你提供完整、价格实惠又兼具
实用功能的洗衣区解决方案，包括洗衣家
具和配件，为洗衣过程中的每个环节提供
支持。为了帮助你更轻松地清洗衣物和清
洁家居环境，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经久耐
用、价格实惠、节省空间且兼具实用功能
的产品。

CF: 202210-bgla01a CF: 202210-bgla01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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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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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巧妙、更实用且更可持续的方式，
助你保持家居环境清新整洁。宜家
清洁用品系列提供配套的工具和多
功能配件，不仅清洁更方便，还有
助于节省家居清洁用品储物柜内的
空间。所有清洁头均可与伸缩手柄
搭配使用。

宜家提供各式各样的家具系列，助你
打造一方洗衣区或储物区，轻松收纳
各种清洁用品的同时兼具回收功能，
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的储物方案均具
有多种用途，方便你充分利用各种
巧妙功能。

把居家环境打理得整洁有序，换来一个好心情。我们提供一系列功能实用且灵
活百变的洗衣配件，配备不同材料和款式、且不用时可轻松折叠收纳的美观产
品，助你轻松应对日常家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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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已经搭配好了所有的组件，当然你仍然可以享受选
择款式和搭配颜色的乐趣。购买方便，组装简单，而且经得起经年累月的使用。

你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让我们代劳！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从测量、设计到完整厨房安装，全程为你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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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服务

我们提供丰富的服务方案，让你可以决定哪些部分由自己动手安装，哪些部分让
我们为你代劳。

以下是我们提供的所有服务，以及每项服务的费用。

服务

操作台面安装

当你在宜家购买操作台面后，我们非
常乐意为你配送和安装，。

洗衣区设计服务 测量服务 配送服务

您可在IKEA.cn中，搜寻宜家浴室设
计软件进行设计。在设计前，测量空
间的尺寸，设计出实用的解决方案。

超2M以上的洗衣房如有需要，我们
还可以提供上门测量服务，从门窗和
电源插座的位置，到墙面材料和状况
，巨细无遗。

无论你在宜家商场购买还是在线下
单，无论订单大小，我们都将为你
配送到指定地点，为你省心省力。
我们将在与你约定的日期和时间送达
货物。

组装 洗衣区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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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还想更轻松自在一些，我们可
以为你提供洗衣区安装服务，全程为
你打理好一切。我们会处理好所有耗
时耗力的安装工作，如安装水槽、水
龙头和工作台等。

你可以自己动手
也可以让我们代劳

CF: 202210-bgla03a CF: 202210-bgla03a TF: 00000-xx_000



家中的不同洗衣区

CF: 202210-bgla04a CF: 202210-bgla04a TF: 00000-xx_000

把杂乱无章的洗衣区整理得井然有序非常简单：一套出色的储物方案就够了。如果又能
拥有精美的外观设计，那更是锦上添花。无论你是拥有宽敞的洗衣区、浴室或厨房角
落，还是只有一个阳台可以使用，宜家都能提供功能实用且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满足
你的特定需求。一起来看看这些创意灵感，着手打造一个整洁有序的洗衣区，不仅节省
时间，还能在家打造一个令人愉悦的惬意空间。

巧用阳台

借助功能灵活的家具和一些奇思妙想，你就能够充分利用
家中的闲置空间。例如，在阳台上洗涤和晾晒衣物怎么样？
ENHET 安纳特 储物系列可帮助你在封闭式阳台中规划洗衣
区；JOSTEIN 约斯坦 储物系列无惧天气变化，非常适用于开

洗衣房
放式阳台。

每次进入洗衣房之前，你都要深

套新的储物系列。拥有合适的工

烫大量衣物的关键所在，添置一

随时拿取所有所需物品。不知该

将帮助你挑选称心满意的洗衣区

好的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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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浴室

在浴室洗衣服有很多好处，例如，洗澡时脱下的脏衣服可以直
接扔到洗衣筐。我们的洗衣区家具系列既适用于潮湿环境，又
非常适合紧凑空间使用，这意味着你可以在浴室中规划出功能
实用的理想洗衣区。

巧用厨房

如果空间有限，不妨灵活地将厨房兼做洗衣区，轻松扩展房间
功能。借助这一实用的解决方案，你既可以做饭又可以洗衣
服，从容打理各种家务。

吸一口气吗？那么你可能需要一

具是轻松洗涤、烘干、折叠和熨

款时尚又实用的工作台，方便你

如何着手？别担心，本购物指南

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共享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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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完整的洗衣区解决方案变得如此简单。
我们已将ENHET 安纳特 系列单元组合成多
种实用的解决方案，方便你在线查找并直接
购买。将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柜组合使用、

选择不同配色，再加上你想要的配件，就能
轻松打造功能齐全、个性十足的洗衣区。选
出心仪的方案后，只需添置各式家电就大功
告成了。

ENHET安纳特
系列

ENHET 安纳特 系列享有
10年免费质保。

CF: 202210-bgla05a CF: 202210-bgla05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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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

CF: 202210-bgla06a CF: 202210-bgla06a TF: 00000-xx_000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

高效实用的洗衣区解决方案让日常家务变得更轻松愉快。我们提
供了多个实用的ENHET 安纳特 家具组合方案，你可以在线上或
线下直接购买，你只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挑选出一款完整洗衣区

解决方案即可。将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柜组合使用、选择不同配
色，再加上你想要的配件，就能轻松打造功能齐全、个性十足的
洗衣区。

ENHET 安纳特 L100 ENHET 安纳特 L105

ENHET 安纳特 L103 ENHET 安纳特 K126

ENHET 安纳特 L102 ENHET 安纳特 L106

ENHET 安纳特 K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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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L100 洗衣区 183×63.5×222.5cm
此组合设有储物空间、操作空间、水槽，以及洗衣袋或洗衣机放置空间。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白色柜门 894.376.30 ￥4,197.97

灰框柜门 694.376.26 ￥4,431

混凝土效果柜门 894.376.54 ￥4,511

仿橡木柜门 794.376.21 ￥4,511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L102 宽183×高222.5cm
此组合设有储物空间、操作空间、水槽、洗衣袋/家电放置区，以及衣服晾晒空间。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白色柜门 794.377.82 ￥3,332.98

灰框柜门 794.378.00 ￥3,471

仿橡木柜门 294.377.89 ￥3,541

混凝土效果柜门 294.377.94 ￥3,541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294.858.55 ￥5,614.92 194.858.70 ￥5,689.95

灰框柜门 — — 994.858.52 ￥6,379.95

仿橡木柜门 494.858.64 ￥5,909.95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694.858.58 ￥5,889.95 — —

ENHET 安纳特 L103 宽269.5/139×深63.5cm
这个转角方案设有宽敞的操作和储物空间，助你轻松打理各类事务。水槽近在手边，操作
台面上方的挂杆则可巧妙地利用闲置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4.859.05 ￥5,945.93 194.861.05 ￥6,028.96

混凝土效果柜门 194.858.89 ¥6,258.96

灰框柜门 — —

仿橡木柜门 494.859.01 ￥6,175.93 — —

ENHET 安纳特 L104 宽261.5×高222.5cm
这一巧妙的解决方案在操作台面下方提供了洗衣袋存放空间，也可收纳各种其他用品。
开放式储物设计方便你随手拿取常用物品，封闭式储物则可将杂乱的清洁用品隐藏在视
线之外。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994.859.27 ￥5,121.96 194.859.12 ￥5,204.99

灰框柜门 — — 794.859.09 ￥5,354.99

仿橡木柜门 694.859.24 ￥5,351.96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894.859.18 ￥5,384.99 — —

ENHET 安纳特 L105 宽190×高222.5cm
该储物方案既美观又实用。洗衣袋可提前分类各种脏衣物，水槽方便你手洗衣物，操作台
面则非常适合用来折叠干净衣物。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194.957.27 ￥3,765.94 394.957.07 ￥3,833.96

混凝土效果柜门 294.957.17 ¥3,923.96 —

灰框柜门 094.957.37 ¥4,009.96 — —

仿橡木柜门 994.957.47 ￥3,923.96 — —

ENHET 安纳特 L106 宽180×高204cm
空间不够？不妨将洗衣区和浴室合二为一，打造美观又实用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为你
提供了你所需的所有储物空间，并设有放置家电和洗衣袋的专用区域。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挑选、点击、购买和组装——简单几步你就能拥有一个整洁有序、
外形美观的洗衣区。不妨现在就进一步了解更多细节，挑选一个在
尺寸、储物功能、颜色及配件等各方面都能满足你需求的心仪解决
方案。

在此处可浏览不同产品组合的相关信息。选出你心仪的解决方案
后，你可以根据需要添置各式家电，并打造适合自己的风格。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

ENHET 安纳特完整洗衣区解决方案

CF: 202210-bgla07a CF: 202210-bgla07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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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4.804.65 ￥1,100 894.804.64 ¥1,100

CF: 202210-bgla08a CF: 202210-bgla08a TF: 00000-xx_000

ENHET 安纳特 A122 宽139×深63.5×高87.5cm
此组合提供了一个令人梦寐以求的操作空间，方便你分类和折叠衣物，下方还设有可收纳
其他用品的专用空间，保持井然有序。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4.849.15 ￥923.99 294.841.96 ￥949

灰框柜门 — — 794.841.94 ￥994

仿橡木柜门 094.849.08 ￥1,009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094.841.97 ￥1,009 — —

ENHET 安纳特 A123 宽80×深32×高204cm
此组合设计巧妙，能高效利用墙壁空间，同时不会占用过多的地面空间。各类用品近在手
边——杂物全部收纳到储物柜中，日常用品则摆放在开放式搁架上。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灰色框架 — — 494.945.66 ￥1,958

白色 — — 194.843.85 ￥1,978

ENHET 安纳特 A124 宽139×深63.5×高87.5cm
此组合可充分利用狭小空间，有效提升打理家务的效率。设有家电专用区、操作台面，
并搭配一个可存放大件物品的储物柜。水槽设计是关键所在，令整体布置发挥真正的实
用功能。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混凝土 694.973.33 ￥2,578 — —

ENHET 安纳特 A125 宽139×深63.5×高87.5cm
此组合可充分利用狭小空间，设有洗衣家电专用区，搭配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装置，有效
提升打理家务的效率。水槽设计是关键所在，令整体布置发挥真正的实用功能。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894.803.98 ￥1,385.96 794.803.94 ￥1,435.98

灰框柜门 — — 994.803.93 ￥1,505.98

仿橡木柜门 094.803.97 ￥1,535.98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494.803.95 ￥1,535.98 — —

ENHET 安纳特 A127 宽140×深32×高204cm
此组合设计巧妙，开放式储物装置方便拿取物品，封闭式储物装置可整齐收纳各类杂物。
浅壁柜便于存放小件物品，不会像深壁柜一样难以翻找。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694.849.10 ￥2,313.98 894.849.09 ￥2,338.99

灰框柜门 — — 894.849.14 ￥2,408.99

仿橡木柜门 294.849.12 ￥2,418.99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094.849.13 ￥2,418.99 — —

ENHET 安纳特 A126 宽139×深63.5cm
设计巧妙的洗衣区可带来顺畅无阻的洗衣体验。此组合提供了分类、折叠和晾干衣物所需
的各种配件，还设有便捷储物空间和洗衣家电专用区。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394.804.14 ￥1,964.99 994.804.06 ￥1,990

灰框柜门 — — 494.804.04 ￥2,060

仿橡木柜门 794.804.12 ￥2,070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594.804.08 ￥2,070 — —

ENHET 安纳特 A128 宽139×深63.5×高85.5cm
封闭式壁式储物装置设有可放置洗衣机、烘干机或洗衣袋的壁龛，营造整洁有序的外观。
操作台面则提供了分类和折叠衣物的实用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094.804.20 ￥2,664.98

灰框柜门 — — 294.804.19 ￥2,744.98

ENHET 安纳特 A129 宽80×深32×高204cm
此组合充分利用墙面高度，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不会占用过多的地面空间。
家电和洗衣袋专用区方便实用，又不会挡路。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采用简约设计，并力求让家具能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改
变和调整。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只要各类物品都能收纳整齐，各
得其所，生活自然倍感轻松。于是我们开发出这些组合，方便

你添置到洗衣区中，规划出额外的操作和/或储物空间。你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挑选心仪的组合，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

ENHET 安纳特储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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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394.804.47 ￥1,404.99 594.804.46 ￥1,404.99

CF: 202210-bgla09a CF: 202210-bgla09a TF: 00000-xx_000

ENHET 安纳特 A130 宽80×深30×高129cm
当各类物品都各得其位，开放式储物装置就显得既实用又美观。有了这个解决方案，所有
物品一目了然，方便拿取和存放。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894.804.59 ￥1,482.99

仿橡木柜门 094.804.58 ￥1,568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494.804.56 ￥1,568 — —

ENHET 安纳特 A131 宽120×深32×高204cm
该解决方案设有专门的储物空间，封闭式储物柜可存放各类清洁用品，开放式搁架设计可
放置日常必需品，方便拿取。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193.955.39 ￥1,904.99 093.954.84 ￥1,930

灰框柜门 993.955.02 ￥2,000 293.954.83 ￥2,000

仿橡木柜门 293.955.10 ￥2,010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493.954.96 ￥2,010 493.954.82 ￥2,010

ENHET 安纳特 A100 宽60×深32×高255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既可隐藏杂物，又能展示你的心爱好物。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993.955.40 ￥1,593.97 593.954.86 ￥1,618.98

灰框柜门 793.955.03 ￥1,668.98 293.955.34 ￥1,668.98

仿橡木柜门 093.955.11 ￥1,678.98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293.954.97 ￥1,678.98 493.955.28 ￥1,678.98

ENHET 安纳特 A101 宽120×深32×高15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并设有可放置垃圾桶和/或毛巾的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793.955.41 ￥774.98 193.954.88 ￥799.99

灰框柜门 593.955.04 ￥829.99 993.955.35 ￥829.99

仿橡木柜门 893.955.12 ￥839.99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093.954.98 ￥839.99 293.955.29 ￥839.99

ENHET 安纳特 A102 宽60×深32×高15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并设有可放置垃圾桶和/或洗衣机的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3.955.42 ￥2,088.92 793.954.90 ￥2,138.94

灰框柜门 293.955.05 ￥2,468.94 793.955.36 ￥2,468.94

仿橡木柜门 693.955.13 ￥2,188.94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893.954.99 ￥2,188.94 093.955.30 ￥2,438.94

ENHET 安纳特 A103 宽121×深63.5×高222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并设有可放置洗衣机的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4.221.35 ¥2,038.96 894.221.34 ￥2,363.97

灰框柜门 194.221.37 ¥2,413.97 094.221.33 ￥2,413.97

仿橡木柜门 794.221.39 ￥2,123.97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394.221.36 ￥2,123.97 294.221.32 ￥2,423.97

ENHET 安纳特 A107 宽123×深63.5×高207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还配有宽敞的操作台面，可用于折叠和分类衣物。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693.955.46 ￥1,156.93 593.955.61 ￥1,456.93

ENHET 安纳特 A109 宽101.5×深63.5×高222cm
开放式储物设计提升空间通透感，搭配的各类配件方便拿取物品，甚至还专门设有放置
洗衣机的位置。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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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294.010.83 ￥1,524.99 694.010.76 ￥1,550

灰框柜门 794.010.85 ￥1,617.99 894.010.75 ￥1,620

仿橡木柜门 194.010.88 ￥1,630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094.010.84 ￥1,630 194.010.74 ￥1,630

ENHET 安纳特 A112 宽90×深32×高18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并设有可放置洗衣机和洗衣筐的专有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灰框柜门 — — 894.801.38 ¥694.99

ENHET 安纳特 A113 宽40×深17×高15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既可隐藏杂物，又能确保日常必需品近在手边。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894.011.60 ￥1,154.99

灰框柜门 — —

仿橡木柜门 294.011.63 ￥1,210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694.011.61 ￥1,210

ENHET 安纳特 A114 宽120×深32×高15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下方设有放置家电、洗衣篮或洗衣筐的专门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594.011.71 ￥1,374.97

灰框柜门 794.011.70 ￥1,439.98 794.011.65 ￥1,429.98

仿橡木柜门 994.011.74 ￥1,439.98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394.011.72 ￥1,439.98 094.011.64 ￥1,439.98

ENHET 安纳特 A115 宽60×深32×高180cm
此高柜和开放式壁架可将墙壁空间改造成储物空间，从而不会占用过多的地面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094.011.78 ￥954.98 294.011.77 ￥969.99

灰框柜门 694.011.80 ￥999.99 494.011.76 ￥999.99

仿橡木柜门 294.011.82 ￥1,009.99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894.011.79 ￥1,009.99 — —

ENHET 安纳特 A116 宽80×深32×高150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并设有可放置垃圾桶和/或毛巾的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394.011.86 ￥2,354.97 594.011.85 ￥2,430

灰框柜门 994.011.88 ￥2,580 894.011.84 ￥2,580

仿橡木柜门 594.011.90 ￥2,610 — —

混凝土效果柜门 194.011.87 ￥2,610 094.011.83 ￥2,610

ENHET 安纳特 A117 宽120×深32×高225cm
此组合兼具开放式和封闭式储物空间，既可隐藏杂物，又在中间留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开
放式空间。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煤黑色框架

白色柜门 194.011.92 ￥509.99 394.011.91 ￥509.99

ENHET 安纳特 A118 宽30×深30×高180cm
此框架可充分利用狭窄空间，提供充裕的储物空间，所有物品一目了然，方便取放。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

ENHET 安纳特 A119 宽60×深62×高210cm
这款带有2块搁板和6个挂钩的大号储物柜非常适合用来收纳清洁和洗衣用品。必须配备
2根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支腿（需另购）。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CF: 202210-bgla10a CF: 202210-bgla10a TF: 00000-xx_000

白色柜门 294.356.67 ￥1,479

灰框柜门 594.356.61 ￥1,589

仿橡木柜门 994.356.64 ￥1,589

混凝土效果柜门 794.356.60 ￥1,589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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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A120 宽60×深62×高210cm
这款带有2块搁板/6个挂钩/网篮的大号储物柜非常适合用来收纳清洁/洗衣用品。
必须配备2根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支腿（需另购）。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白色柜门 794.35561 ￥1,559

灰框柜门 094.355.69 ¥1,669

仿橡木柜门 494.355.67 ￥1,669

混凝土效果柜门 294.355.68 ￥1,669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A121 宽60×深62×高210cm
这款带有2块搁板/挂衣杆/3个网篮的大号储物柜非常适合用来收纳清洁/洗衣用品。
必须配备2根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支腿（需另购）。

此组合搭配 白色框架

白色柜门 494.356.85 ¥1,669

灰框柜门 994.356.78 ¥1,779

仿橡木柜门 394.356.81 ￥1,779

混凝土效果柜门 194.356.77 ￥1,779

注意！不含家电和照明产品。

ENHET 安纳特 洗衣系列 – 储物组合

CF: 202210-bgla11a CF: 202210-bgla11a TF: 00000-xx_000

ENHET 安纳特
附脚轮洗衣袋
705.161.04

￥29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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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柜门和抽屉前板

轻松玩转各种色彩搭配

无论你是喜欢经典、现代、俏皮还是兼收并 当然，你也可以随心混搭颜色和图案，打造
蓄的风格，ENHET 安纳特 系列提供各种样 个性化的外观，并组合封闭式柜门与开放式
式的柜门，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愿望。纯色 搁架，以实现层次更丰富的效果。无论你选
设计为你的洗衣区营造简约、清新的外观， 择何种风格，这些柜门的表面都防潮、耐刮
搭配明亮又醒目的主色调，或高光饰面柜 擦、耐碰撞，这样一来，你的洗衣区就能轻
门，营造你喜欢的现代风格。 松应对经年累月的日常使用需求。

柜门和抽屉前板享有
10年免费质保。
更多信息，详见第58页

CF: 202210-bgla12a CF: 202210-bgla12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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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柜门和抽屉前板样式

白色

白色柜门和抽屉前板可营造简洁、明
亮和清新的外观，并可出色搭配各种
配色。轻松乐享，经典永恒。

仿橡木

谐美组合，可营造温馨舒适氛围。贴
膜表面防潮、耐刮擦、耐碰撞，而木
纹则营造出生动、温馨的气息。

混凝土效果

非常适合打造现代的工业风格外观，
呈现令人愉悦的温馨之感。装饰图案
令人不禁联想到混凝土，而且贴膜表
面经久耐用，易于养护

灰色框架

以灰色为底色，营造温馨舒适的氛
围。如果你想要一种百搭的低调色
彩，它是理想之选。现代或经典？
由你做主！

ENHET 安纳特 柜门和抽屉前板ENHET 安纳特 柜门和抽屉前板

柜门

60×60cm 504.813.32 ￥80

40×75cm 704.813.31 ￥70

60×75cm 304.813.33 ￥90

60×135cm 505.160.39 ￥150

30×180cm 304.813.28 ￥160

洗碗机面板

45×75cm 605.043.90 ￥75

抽屉前板

40×15cm 104.813.34 ￥40

60×15cm 604.813.36 ￥50

80×15cm 204.813.38 ￥60

40×30cm，2件套 804.813.35 ￥80

60×30cm，2件套 404.813.37 ￥100

80×30cm，2件套 004.813.39 ￥120

烤箱底柜的抽屉前板

60×14cm 804.813.40 ￥40

柜门

60×60cm 404.814.41 ￥110

40×75cm 604.814.40 ￥100

60×75cm 204.814.42 ￥130

60×135cm 005.160.70 ￥220

30×180cm 204.814.37 ￥200

洗碗机面板

45×75cm 205.043.87 ￥100

抽屉前板

40×15cm 704.814.49 ￥50

60×15cm 104.814.52 ￥60

80×15cm 404.814.55 ￥70

40×30cm，2件套 304.814.51 ￥120

60×30cm，2件套 904.814.53 ￥140

80×30cm，2件套 204.814.56 ￥150

烤箱底柜的抽屉前板

60×14cm 804.814.58 ￥50

柜门

60×60cm 704.815.57 ￥110

40×75cm 904.815.56 ￥100

60×75cm 504.815.58 ￥130

60×135cm 905.160.56 ￥220

30×180cm 604.815.53 ￥200

洗碗机面板

45×75cm 805.043.89 ￥100

抽屉前板

40×15cm 304.815.59 ￥50

60×15cm 904.815.61 ￥60

80×15cm 504.815.63 ￥70

40×30cm，2件套 104.815.60 ￥120

60×30cm，2件套 704.815.62 ￥140

80×30cm，2件套 304.815.64 ￥150

烤箱底柜的抽屉前板

60×14cm 004.815.65 ￥50

柜门

60×60cm 204.815.93 ￥110

40×75cm 404.815.92 ￥100

60×75cm 004.815.94 ￥130

60×135cm 305.160.59 ￥220

30×180cm 004.815.89 ￥200

洗碗机面板

45×75cm 405.043.86 ￥100

抽屉前板

40×15cm 704.815.95 ￥50

60×15cm 304.815.97 ￥60

80×15cm 904.815.99 ￥70

40×30cm，2件套 504.815.96 ￥120

60×30cm，2件套 104.815.98 ￥140

80×30cm，2件套 504.816.00 ￥150

烤箱底柜的抽屉前板

60×14cm 104.816.02 ￥50

CF: 202210-bgla13a CF: 202210-bgla13a TF: 00000-xx_000



26 27

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和框架

环保工艺，耐用多年

你的洗衣区空间紧凑还是宽裕？布局简单还 方），可整齐收纳各类洗涤剂、衣夹和其他
是难以规划？ENHET 安纳特 系列提供或宽 洗衣用品。ENHET 安纳特 系列提供丰富多
或窄的储物柜以及深浅不一的框架，可更有 样的组合，可以随时间推移灵活调整，以适
效地利用每一寸空间，助你打造符合自己需 应不同的生活情况以及你的喜好变化。此洗
求和个性风格的洗衣区解决方案。开放式壁 衣区解决方案易于调整，并享有10年品质保
式框架位于洗衣机上方（儿童接触不到的地 证，可陪伴你使用多年。

ENHET 安纳特 系列享有
10年免费质保。
更多信息，详见第58页

CF: 202210-bgla14a CF: 202210-bgla14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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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和框架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和框架

ENHET 安纳特储物柜

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系列可助你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
你可以从中挑选既满足自己需求又契合个性风格的款式，
选用你喜爱的ENHET 安纳特 柜门，彰显个性风采。

ENHET 安纳特带搁板壁柜，60×30×60cm。这款壁柜非
常适合存放瓶瓶罐罐，并且让所有物品一目了然。

白色 904.405.99 ￥320

ENHET 安纳特高柜带2块搁板。

这款储物柜提供了宽敞的储物空间，可收纳各类清洁用品。搭配1个
60x75cm和 1个60x135cm的ENHET 安纳特 柜门，产品需另购。

60×60×210cm

白色 005.160.08 ￥1199

ENHET 安纳特底柜含搁板。这款含搁板的储物柜非常适合放置锅具、碗具
或小家电之类的物品。

40×60×75cm

白色 604.405.86 ￥360

60×60×75cm

白色 404.405.92 ￥420

80×60×75cm

白色 604.405.72 ￥490

ENHET 安纳特底柜，带3个抽屉。这款储物柜带有3个抽
屉，即可收纳各类细小器皿，也能存放大件锅具。抽屉可
拉出3/4，方便一目了然地查看并拿取抽屉里的物品。用
内置收纳件巧妙规划抽屉内的空间（需另购）。

40×60×75cm

白色 704.405.76 ￥660

60×60×75cm

白色 104.405.79 ￥740

80×60×75cm

白色 304.405.83 ￥810

ENHET 安纳特水槽底柜。这款储物柜适用于单个水槽、水龙头和内置垃圾
分类箱。适用于水槽和水龙头，储物柜背面留有管道穿行空间。

60×60×75cm

白色 204.405.74 ￥440

ENHET 安纳特 壁柜带2块搁板。这款壁柜非常适合存放瓶瓶
罐罐，并且让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壁柜带2块搁板，可充分利
用墙面空间，将常用物品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

40×15×75cm

白色 104.406.35 ￥300

灰色 604.406.33 ￥300

60×15×75cm

白色 504.406.38 ￥350

灰色 904.406.36 ￥350

80×15×75cm

白色 704.406.42 ￥400

灰色 304.406.39 ￥400

ENHET 安纳特壁柜带2块搁板。这款壁柜非常适合存放瓶瓶罐罐，并且让
所有物品一目了然。

40×30×75cm

白色 304.405.97 ￥300

60×30×75cm

白色 304.406.01 ￥340

80×30×75cm

白色 704.406.04 ￥380

ENHET 安纳特高柜带4块搁板。这款高柜无需占用
宝贵的地面空间，便可提供充足的储物空间。这款高
柜无需占用过多的地面空间，便可提供充足的食物存
放空间。如果居住空间狭小，想要充分利用墙面空间
，这款产品将是你的实用之选。

30×30×180cm

白色 804.406.32￥650

灰色 404.406.29￥650

ENHET 安纳特储物柜支腿，12.5cm，2件套。适合
ENHET 安纳特 底柜和高柜。可在11–13.5cm范围内灵
活调整。

煤黑色 004.816.31 ￥40

白色 204.816.30 ￥40

ENHET 安纳特封闭式储物柜支腿

ENHET 安纳特开放式框架支腿

ENHET 安纳特开放式框架

CF: 202210-bgla15a CF: 202210-bgla15a TF: 00000-xx_000

开放式储物装置可营造灵动通透的氛围。有了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你就可以在搁板上陈列和摆放各类心
仪好物，充分展现个性风格。你还可随心混搭不同颜色的

框架，进一步突显个性风采。此外，开放式储物装置让各类
用品一目了然，日常用品可摆放在搁板上，方便随手取放。

ENHET 安纳特壁架带搁板。这款开放式壁式框架带2块
搁板，所有物品一目了然，方便拿取各种瓶瓶罐罐和常
用物品。

40×30×75cm

煤黑色 004.816.07 ￥260

白色 204.816.06 ￥260

60×30×75cm

煤黑色 504.816.19 ￥280

白色 704.816.18 ￥280

ENHET 安纳特高框架带搁板。这款开放式高架带5块搁
板，所有物品一目了然，方便拿取各种碗、瓶子、篮子
和洗涤剂。

30×30×180cm

煤黑色 904.816.03 ￥460

白色 304.816.01 ￥460

60×30×180cm

煤黑色 104.816.16 ￥540

白色 304.816.15 ￥540

ENHET 安纳特 壁架带搁板。此开放式解决方案可助你打
造个性十足的家居风格。你可以展示心爱好物，或者突显
某个主题或某种颜色。

40×15×75cm

煤黑色 404.816.05 ￥220

白色 704.816.04 ￥220

60×15×75cm

煤黑色 604.816.14 ￥250

白色 804.816.13 ￥250

ENHET 安纳特底柜框架带搁板。这款开放式底部框架带
两块搁板，所有物品一目了然，方便拿取。

40×60×75cm

煤黑色 204.816.11 ￥300

白色 404.816.10 ￥300

60×60×75cm

煤黑色 404.816.29 ￥370

白色 604.816.28 ￥370

ENHET 安纳特 洗衣机框架带搁板。设有可放置洗衣机、
洗衣袋或盒子等物品的专用空间，上方还设有额外的储物
空间，营造整洁有序的外观。

80×30×129cm

煤黑色 005.160.94 ￥399

白色 605.160.91 ￥399

ENHET 安纳特 支撑侧板/支腿。支撑侧板和支腿与操作
台面组合在一起，提供了可放置家电或洗衣袋的专用空
间，上方还设有额外的操作空间。

60×1.8×87.5cm

煤黑色 305.161.01 ￥200

白色 305.160.97 ￥200

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支腿，12.5cm，2件套。适合
ENHET 安纳特 底柜和高框架。可在11–13.5cm范围内灵
活调整。

煤黑色 404.815.49 ￥40

白色 604.815.48 ￥40



30 31

ENHET 安纳特悬挂式搁板插件，26×28×15cm。这款插件
可为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营造别致的层次感。只需将
其悬挂在框架的凹槽中，就能分隔储物空间，打造更多储
物空间，保持井然有序。无须使用任何工具，也不需要在
墙上钻孔。

煤黑色 504.817.75 ￥49.99

CF: 202210-bgla16a CF: 202210-bgla16a TF: 00000-xx_000

ENHET 安纳特挂钩专用挂杆。有了这款挂杆，你可以
充分利用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下方的每一寸储物空
间。无须使用工具或钻头即可挂上挂钩和盛具，方便快
捷。你可以选择与其他家具相匹配的颜色，或以其他色彩
点缀，更亮眼吸睛。在挂杆上放上ENHET 安纳特 挂钩和
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就能创造充足的储物空间。

37cm

煤黑色 204.817.67 ￥29.99

白色 004.817.68 ￥29.99

57cm

煤黑色 804.817.69 ￥39.99

白色 604.817.70 ￥39.99

ENHET 安纳特旋转搁架，40×21cm。总有些小物品会
莫名奇妙地消失？将这款旋转式搁架放到任一款
ENHET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上就能帮你轻松解决这个烦恼
。巧妙的设计方便你将搁板快速固定到 ENHET 安纳特
系列的任一开放式框架中。只需旋转搁架，就能轻松拿
取需要的物品。

煤黑色 204.817.72 ￥59.99

SKATTÅN 斯卡唐恩盛具，12×34cm。可轻松悬挂在开放
式ENHET 安纳特 壁式框架下方的挂钩上。你可以将该盛具
挂在挂钩上，打造更多储物空间。将ENHET 安纳特开放
式框架下方的空间变成实用的储物空间，让所有物品都
近在手边。

104.817.77 ￥7.99

ENHET 安纳特挂钩，6×24mm，2件套。有了这些挂
钩，你可以在同一个位置腾出更多储物空间。这可不是什么魔法，只需将
它们挂在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下方的凹槽内即可实现。最棒的是，
不用钻孔。你可以将挂 钩挂在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框架下方的凹槽中
，或挂在 ENHET 安纳特 挂钩杆（需另购）上。有了这些挂钩，闲置的
空间即刻变身成实用的储物空间。搭配SKATTÅN
斯卡唐恩 盛具。

煤黑色 004.817.73 ￥8.99

白色 804.817.74 ￥8.99

HJÄLPA 耶勒帕 可调式挂衣杆，60-100cm。可调式挂衣
杆助你根据个人需求，轻松打造个性化的高度设计。可以
轻松固定到HJÄLPA 耶勒帕 悬挂杆（需另购）上。仅适用
于深60cm的ENHET 安纳特 高柜。

204.978.29 ￥30

HJÄLPA 耶勒帕网篮用拉出式挂杆， 2件套。搭配
HJÄLPA 耶勒帕 网篮。产品需另购。仅适用于深60cm的
ENHET 安纳特 高柜。

703.874.61 ￥25

HJÄLPA 耶勒帕网篮，60×55cm。网篮可轻松顺畅滑动
，并配有抽屉制动装置，可将其牢牢固定。搭配
HJÄLPA 耶勒帕 网篮用拉出式挂杆。产品需另购。仅适用于深
60cm的ENHET 安纳特 高柜。

903.874.98 ￥35

ENHET 安纳特可伸缩杆，60-100cm。这款可伸缩杆可巧
妙改造闲置空间，用于悬挂晾晒衣物。两个ENHET安纳特
储物柜或储物柜与墙壁之间的空间将得到充分利用。

405.161.10 ￥49.99

HJÄLPA耶勒帕挂钩，3件套。可以轻松固定到HJÄLPA
耶勒帕 悬挂杆上。仅适用于深60cm的ENHET 安纳特
高柜。

305.055.17 ￥10

HJÄLPA 耶勒帕悬挂杆，55cm。在悬挂杆上悬挂
HJÄLPA 耶勒帕 挂钩，可创造更多储物空间。仅适用于
深60cm的ENHET 安纳特 高柜。

405.055.12 ￥20

TAVELÅN 塔芙洛托盘，2件套。有了这些装饰托盘，
即使在狭小空间中也能存放多种物品。堆叠起来，占用的空
间就更少了。非常适合放在ENHET 安纳特 开放式壁架
（深15或30cm）上，当然也可以摆放在你需要的任何地方，
譬如工作台、搁架上，或者放进储物柜或抽屉里。 这款托
盘既美观又实用，如果需要在其他地方使用所盛物品，也可
轻松移动。

304.817.76 ￥49.99

ENHET 安纳特开放式框架配件

只需添置ENHET 安纳特 配件，就能轻松扩展组合的功能和
用途。最棒的是，不用钻孔。

其他ENHET 安纳特配件

这款ENHET 安纳特 高柜深度为60cm，配有多个附加组
件，满足更多储物需求。HJÄLPA 耶勒帕 配件可安装在储物
柜内部，ENHET 安纳特 可伸缩杆则可在两个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或储物柜与墙壁之间创造悬挂空间。

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和框架 ENHET 安纳特 储物柜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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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ENHET
安纳特系列的
拉钮和把手

挑选心仪的ENHET 安纳特 洗衣区解决方 传统、现代、工业、乡村风格，还是斯堪的
案、柜门、抽屉前板和家电后，就该为你的 纳维亚简约风格？我们丰富多样的产品系列
洗衣区添置拉钮和把手了——这些小细节可 可充分展现你的品味和个性，让洗衣区与家
以为整体外观带来大不同。你是喜欢经典、 中的其他区域和谐搭配。

FIXA 费克沙钻孔模板
这个简单的工具可帮助你轻松、准确地标记拉钮和把手
的安装位置。可在线或前往本地宜家商场购买。

CF: 202210-bgla17a CF: 202210-bgla17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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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钮和把手

CF: 202210-bgla18a CF: 202210-bgla18a TF: 00000-xx_000

拉钮和把手

ENERYDA 艾纳丽拉钮，镀铬。

直径20mm 303.475.37 ￥20/2件套

直径27mm 703.475.35 ￥20/2件套

直径35mm 503.475.36 ￥20/2件套

BILLSBRO 比斯布罗把手，白色。

长40mm 403.343.13 ￥30/2件套

长120mm 703.343.02 ￥40/2件套

长320mm 803.343.11 ￥50/2件套

长520mm 703.343.16 ￥60/2件套

长720mm 303.343.18 ￥70/2件套

BILLSBRO比斯布罗把手，不锈钢色。

长40mm 303.236.16 ￥30/2件套

长120mm 903.236.18 ￥40/2件套

长320mm 703.236.19 ￥50/2件套

长520mm 503.236.20 ￥60/2件套

长720mm 303.236.21 ￥70/2件套

HACKÅS 哈克斯把手，煤黑色。

长100mm 903.424.81 ￥50/2件套

长300mm 703.424.82 ￥80/2件套

HACKÅS 哈克斯拉钮，煤黑色。

直径15mm 503.424.83 ￥30/2件套

BORGHAMN 伯格汉姆把手，精钢。

长40mm 403.160.50 ￥30/2件套

长170mm 603.160.49 ￥80/2件套

长426mm 203.189.79 ￥100/2件套

HISHULT 希斯胡特把手，瓷白色。

长140mm 105.345.87 ￥40/2件套

HISHULT 希斯胡特拉钮，瓷白色。

直径23mm 002.731.42 ￥20/2件套

直径30mm 905.345.93 ￥30/2件套

GUBBARP 古巴普把手，白色。

长116mm 603.364.34 ￥6.99/2件套

GUBBARP 古巴普拉钮，白色。

直径21mm 303.364.35 ￥4.99/2件套

ORRNÄS 奥纳斯把手，不锈钢色。

长170mm 205.344.74 ￥40/2件套

长234mm 305.344.78 ￥50/2件套

长300mm 505.344.82 ￥60/2件套

ORRNÄS 奥纳斯拉钮，不锈钢色。

直径17mm 102.361.54 ￥2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把手，黑色。

长143mm 703.384.23 ￥40/2件套

长335mm 503.384.24 ￥5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把手，黄铜色。

长143mm 803.384.27 ￥40/2件套

长335mm 603.384.28 ￥5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把手，不锈钢。

长143mm 203.384.25 ￥40/2件套

长335mm 003.384.26 ￥50/2件套

NYDALA 耐德拉把手，青铜色。

长154mm 904.057.89 ￥50/2件套

长346mm 704.057.90 ￥80/2件套

NYDALA 耐德拉拉钮，青铜色。

直径16mm 504.057.91 ￥30/2件套

ÖSTERNÄS约斯特奈斯把手，鞣制真皮。

长153mm 303.489.28 ￥50/2件套

长65mm 303.489.33 ￥40/2件套

VINNÄSET温奈斯特拉钮

直径37mm 004.372.28 ￥50/2件套

SÖRBYN 索尔比恩把手，不锈钢。

96mm 404.503.45 ￥30/2件套

SÖRBYN 索尔比恩拉钮，不锈钢。

直径25mm 704.503.44 ￥40/2件套

KALLRÖR 卡尔略把手，不锈钢。

长213mm 003.570.28 ￥40/2件套

长405mm 603.570.30 ￥60/2件套

长597mm 803.570.29 ￥8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拉钮，黑色。

直径13mm 403.384.29 ￥30/2件套

直径20mm 203.384.30 ￥30/2件套

直径21mm 003.384.31 ￥3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拉钮，黄铜色。

直径13mm 103.384.35 ￥30/2件套

直径20mm 903.384.36 ￥30/2件套

直径21mm 703.384.37 ￥30/2件套

BAGGANÄS巴格那斯拉钮，不锈钢。

直径13mm 803.384.32 ￥30/2件套

直径20mm 603.384.33 ￥30/2件套

直径21mm 403.384.34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拉钮，黑色。

直径20mm 003.475.29 ￥20/2件套

直径27mm 803.475.30 ￥20/2件套

直径35mm 603.475.31 ￥2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拉钮，黄铜色。

直径20mm 403.475.32 ￥20/2件套

直径27mm 203.475.33 ￥20/2件套

直径35mm 003.475.34 ￥20/2件套

SKÄRHAMN 雪哈姆把手，黑色/镀铬。

长148mm 903.487.89 ￥100/2件套

SKÄRHAMN 雪哈姆拉钮，黑色/镀铬。

直径22mm 503.487.91 ￥60/2件套

直径30mm 103.710.57 ￥80/2件套

SKÄRHAMN雪哈姆垂式把手，黑色/镀
铬。

长65mm 903.694.37 ￥8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杯型把手，黑色。

长89mm 103.475.24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杯型把手，黄铜色。

长89mm 603.475.26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杯型把手，镀铬。

长89mm 203.475.28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把手，黑色。

长112mm 303.475.23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把手，黄铜色。

长112mm 803.475.25 ￥30/2件套

ENERYDA 艾纳丽把手，镀铬。

长112mm 403.475.27 ￥30/2件套

SKRUVSHULT斯鲁舒把手。
煤黑色。

152mm 405.074.79 ￥40/2件套

SKRUVSHULT斯鲁舒拉钮。
煤黑色。

18mm 105.074.85 ￥15/2件套

26mm 305.074.94 ￥20/2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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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空间有限时，功能灵活的家具就可以派上用场。使用带有可调节挂杆、搁板和晾衣架的储物解决方
案，可以让洗衣区变得更加实用，助你麻利地清洗和晾干衣物。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款？不妨看看这些备
受欢迎的宜家洗衣系列。

CF: 202210-bgla19a CF: 202210-bgla19a TF: 00000-xx_000

BOAXEL 博阿克塞
BOAXEL 博阿克塞 壁装储物系列可灵活布置，让
洗衣变得更轻松。你可以规划和打造个性化解决
方案，用于整理洗涤剂、脏衣物和需要烘干的干
净衣物，并随心更改布置方式。

JONAXEL 尤纳赛尔
JONAXEL 尤纳赛尔 开放式储物系列功能灵活，
帮助你更巧妙地利用现有空间。完全采用涂粉末
漆钢制成，可将潮湿的浴室、洗衣房或封闭的室
外空间变成设备齐全的洗衣区。

NYSJÖN 尼逊
正在寻找适用于紧凑空间的完整、基本洗衣区解
决方案？NYSJÖN 尼逊 洗衣区储物组合可将狭小
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储物空间，助你轻松保持浴室
整洁有序。有多种储物柜类型可供选择，并提供
含拉钮在内的所有配件。

JOSTEIN 约斯坦
若居住空间比较紧凑，灵活、实惠的JOSTEIN
约斯坦 储物系列是理想之选，可以在有限的空间
里为你的日常生活创造更多空间。

其他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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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具其他家具

JONAXEL 尤纳赛尔BOAXEL 博阿克塞

CF: 202210-bgla20a CF: 202210-bgla20a TF: 00000-xx_000

JONAXEL 尤纳赛尔衣柜组合，白色。

142-178×51×139cm 293.175.55 ￥768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50×51×70cm 804.313.07 ￥100

JONAXEL 尤纳赛尔衣柜组合，白色。

50×51×104cm 204.313.05 ￥120

BOAXEL 博阿克塞洗衣组合，白色。

165×40×201cm 293.324.00 ￥920

BOAXEL 博阿克塞洗衣组合，白色/金属。

165×40×201cm 393.864.83 ￥1,125

BOAXEL 博阿克塞洗衣组合，白色/金属。

82×40×201cm 593.324.08 ￥445

BOAXEL 博阿克塞洗衣组合，白色/金属。

227×40×101cm 693.864.86 ￥955

BOAXEL 博阿克塞墙面挂条，白色。

100cm 004.535.67 ￥30

200cm 604.535.69 ￥40

BOAXEL 博阿克塞安装杆，白色。

62cm 604.535.31 ￥10

82cm 204.535.33 ￥15

BOAXEL 博阿克塞晾衣架，白色。

60×40cm 704.535.21 ￥50

80×40cm 304.535.23 ￥60

BOAXEL 博阿克塞搁板，白色金属。

60×40cm 904.535.44 ￥80

80×40cm 804.535.54 ￥90

BOAXEL 博阿克塞网篮搁板，白色。

60×40cm 304.535.75 ￥60

80×40cm 904.535.77 ￥70

BOAXEL 博阿克塞密网篮，白色。

60×40×15cm 004.535.29 ￥70

80×40×15cm 1045.99.55 ￥80

BOAXEL 博阿克塞挂衣杆，白色。

60cm 904.535.15 ￥15

80cm 504.535.17 ￥20

BOAXEL 博阿克塞托架，白色。

40cm 404.535.13 ￥15

将各类物品收纳得整洁有序并非易事。JONAXEL 尤纳赛尔
储物系列帮助你更巧妙地利用现有空间。你可以根据需求自

由组合，将其放置在任何角落，即便是潮湿的浴室和洗衣房
也无碍。

BOAXEL 博阿克塞 壁装储物系列功能灵活、经久耐用。
墙面挂条和安装杆构成了BOAXEL 博阿克塞 储物系列的底
座。托架的内部配件易于组装和拆除，便于你根据需要定

制、更改和移动储物方案。借助线上BOAXEL 博阿克塞 家
居设计工具，你可以轻松创建满足个性化、居家和储物需求
的解决方案。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50×51×70cm 593.050.99

JONAXEL 尤纳赛尔衣柜组合，白色。

99×51×173cm 892.976.58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25×51×70cm 392.971.42 ￥240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50×51×104cm 892.974.89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50×51×70cm 692.971.45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25×51×70cm 392.971.42 ￥240

JONAXEL 尤纳赛尔框架，白色。

25×51×70cm 704.313.03 ¥80

50×51×70cm 804.313.07 ¥100

50×51×104cm 204.313.05 ¥120

JONAXEL 尤纳赛尔储物组合，白色。

50×51×104cm 992.971.39

JONAXEL 尤纳赛尔搁架单元，白色。

50×51×70cm 604.313.13

80×38×160cm 704.3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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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具

JONAXEL 尤纳赛尔

JONAXEL 尤纳赛尔密网篮，白色。

25×51×15cm 604.313.27

50×51×15cm 804.313.31

JONAXEL 尤纳赛尔网篮，白色。

25×51×15cm 604.313.27

50×51×15cm 804.313.31

JONAXEL 尤纳赛尔框架顶部搁板，白色。

50×51cm 504.313.23

JONAXEL 尤纳赛尔可调节挂衣杆，白色。

46-82cm 204.312.87

NYSJÖN 尼逊

NYSJÖN尼逊洗衣储物组合，105x32x190cm。此套件可
充分利用布局紧凑的洗衣房，洗衣机上方的空间可放置洗
涤剂，还有一个储物柜用于脏衣物分类，在洗涤之前将它
们隐藏在视线之外。

白色 394.159.56 ￥1,648

NYSJÖN 尼逊 洗衣机柜，65x30x190cm。这款外观简约
的储物柜可将洗衣机上方的空间转变为实用的储物空间，
把清洁剂和清洁用品隐藏在柜门之后。

白色 904.964.78 ￥749

NYSJÖN尼逊洗衣柜， 40x32x190cm。不妨在分拣衣物
的同时练习一下投射技巧。把白色衣物扔到上面，有颜色
的则扔到下面。你还可以将两个洗衣柜并排摆放，分拣深
色衣物和贴身衣物，多多练习投射技巧。

白色 704.964.79

正在寻找适用于紧凑空间、且易于购买和安装的完整、基本
洗衣区解决方案，？你想要的就在这里！NYSJÖN 尼逊 洗

衣家具可巧妙地将狭小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储物空间，助你轻
松整理脏衣物和洗涤剂，保持浴室整洁有序。

NYSJÖN 尼逊

洗衣机柜，
货号： 904.964.78

￥749/件

CF: 202210-bgla21a CF: 202210-bgla21a TF: 00000-xx_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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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家具

JOSTEIN 约斯坦

CF: 202210-bgla22a CF: 202210-bgla22a TF: 00000-xx_000

JOSTEIN 约斯坦 边框，室内/户外，白色，2件套。从这
款边框入手，将其与JOSTEIN 约斯坦 储物系列中的其他
组件搭配使用，即可打造你的个性化方案。

40×90cm 305.121.36 ￥100

JOSTEIN约斯坦网篮搁板，室内/户外，白色。将网
篮搁板与JOSTEIN 约斯坦 边框及更多搁板组合使用
，打造符合个性需求的搁架单元。

37×40cm 505.121.83 ￥50

57×40cm 805.121.86 ￥90

77×40cm 205.121.89 ￥130

JOSTEIN 约斯坦带架洗衣用袋，室内/户外，白色/透
明。JOSTEIN 约斯坦 带架袋子也可整合到搁架单元中。袋
子通过支架固定好，适用于存放衣物或垃圾分类。

60×40×74cm 005.122.27 ￥249

JOSTEIN约斯坦晾衣架，室内/户外，白色。这款可伸缩晾
衣架可整合到JOSTEIN 约斯坦 组合中。晾晒衣物时将其拉
出，需要腾出空间时将其推回去即可。

36×115×180cm 605.121.54 ￥149

JOSTEIN 约斯坦可伸缩框架挂衣杆，可伸缩，室内/户 外，白色。
这款实用挂衣杆可轻松调节长度，安装在两个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
单元中间。

162-270cm 105.121.61 ￥79

JOSTEIN 约斯坦盛具，室内/户外，白色。将盛具与
JOSTEIN 约斯坦 边框及搁板组合使用，打造符合个性需
求的搁架单元。

40×40×15cm 105.122.17 ￥100

60×40×15cm 205.122.07 ￥140

80×40×15cm 605.122.10 ￥180

JOSTEIN约斯坦柜门/边框/背板，室内/户外，白色。使用柜门、边
框和背板将搁板组合打造成封闭式储物组合。

40×42×82cm 405.121.45 ￥299

60×42×82cm 005.121.47 ￥349

80×42×82cm 205.121.51 ￥399

JOSTEIN约斯坦搁架单元外罩，室内/户外，透明。这款外罩可将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改造成实用的封闭式储物装置。非常适合用
来挡雨防尘。

61×41×180cm 005.215.85 ￥79

61×41×90cm 605.215.87 ￥49

JOSTEIN 约斯坦网格，室内/户外，白色。将这款网格与
JOSTEIN 约斯坦 边框组合使用，即可增加额外功能。你还
可以在网格上添置挂钩，用来悬挂毛巾或小盛具。

40×88cm 105.215.99 ￥90

JOSTEIN约斯坦金属搁板，金属，室内/户外，白色。将金属搁板与
JOSTEIN 约斯坦 边框及更多搁板组合使用，打造符合个性需求的搁架
单元。

37×40cm 505.121.64 ￥50

57×40cm 805.121.67 ￥90

77×40cm 005.121.71 ￥130

灵活、实惠的JOSTEIN 约斯坦 储物系列可以在有限的空间
里为你的日常生活创造更多可能。这个系列适用于所有居家
区域，户外空间也不例外。还可以进行改装，适应不断变化
的需求。

JOSTEIN 约斯坦 储物系列不惧怕潮湿环境，是用于户外阳
台和室内洗衣房或浴室的理想之选。

BOAXEL 博阿克塞
搁架，57×40cm，金属，白色
805.121.67

￥90/件



50 51

厌烦洗衣服？宜家现代风格的实用洗衣配件
可帮助你节省日常家务时间，不用时可以轻
松收纳归位，或者当作装饰也不错。从风格
各异的时尚洗衣篮、熨衣板、晾衣架，到
灵巧实用的衣夹和衣架，均采用巧妙设计和
精致材料制成，能够将你的洗衣区打造成整
洁干净、井然有序的空间，让你倍感精力充
沛、有条不紊。

CF: 202210-bgla23a CF: 202210-bgla23a TF: 00000-xx_000

洗衣区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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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区配件洗衣区配件

DÄNKA丹克烫衣板，120×37cm。采用可吸收熨斗蒸汽的
材质制作，有效防止水分凝集。

004.716.13 ￥229

JÄLL 加尔晾衣架，室内/户外，白色。晾衣容量：6m。

002.428.91 ￥59.99

SLIBB斯利波悬挂式晒衣夹，8件套。圆环设计方便你把
晾衣夹挂在毛巾杆上。

804.807.60 ￥7.99

SLIBB斯利波洗涤袋，2件套，白色。此洗涤袋非常适合将
袜子等小件衣物放在一起，避免在洗涤过程中丢失。

605.073.17 ￥9.99

JÄLL加尔带架洗衣用袋，70升。此洗衣袋可折叠，便于携带和收纳
。

白色 101.718.26 ￥19.99

RUTER 卢特尔烫衣板，108×33cm，白色。框架和底座均
采用精钢材质，非常稳固耐用。

404.716.11 ￥179

SALUDING萨鲁丁洗衣篮，50升。盖子的编织图案彰显
了精湛的传统工艺，而且方便你从上方轻松投放衣物。

竹子手工制作 505.035.84 ￥299

SKUBB 思库布带架洗衣用袋，80升。巧妙的外形设
计，方便你充分利用PAX 帕克思 衣柜或其他狭窄角落的每一寸空间。

黑色 502.240.45 ￥49.99

SLIBB斯利波软质洗衣篮。整个洗衣篮采用轻柔的软
质塑料制成，一只手也能轻松提拿。

粉色 004.807.59 ￥29.99

天蓝色 304.892.11 ¥29.99

KLUNKA 弗伦伽洗衣袋，60升。这款洗衣袋可独立放 置。当你需要
把衣服放到洗衣机或晒衣绳上时，提起把手就能轻松移动。

白色/黑色 303.643.72 ￥69.99

PURRPINGLA 普平拉洗衣袋，100升。抽绳封口可将
衣物隐藏在视线之外，还起到防尘作用。

米色 804.938.33 ￥149

TOLKNING托克宁洗衣篮，40升。内袋便于取出
待洗的衣物。

柳条手工制作 805.126.19 ￥249

TOLKNING托克宁带脚轮洗衣篮，31升。内袋便于取出待洗的衣
物。

柳条手工制作 505.126.25 ￥499

TORKIS托吉斯软质洗衣篮，室内/户外，35升。整个
洗衣篮采用轻柔的软质塑料制成，可轻松提拿。

蓝色 303.392.26 ￥49.99

TORKIS托吉斯洗衣篮，90升。两个独立隔层可帮助你
分拣和整理衣物。

白色/灰色 303.199.78 ￥99.99

ENHET 安纳特附脚轮洗衣袋。此洗衣袋提供了实用的洗衣储物空间，且
附有脚轮，便于四处移动。

煤黑色 005.161.07 ￥299

白色 705.161.04 ￥299

JÄLL加尔烫衣板，桌面，73×32cm。这款小号烫衣板可折
叠平放，不用时可以挂在挂钩上。

402.428.89 ￥49.99

MULIG穆利格晾衣架，室内/户外，白色。折叠式两翼提
供更多晾衣空间。

302.287.56 ￥149

SLIBB斯利波衣架带8个夹子。这款衣架带8个夹子，非
常适合晾晒内衣和袜子之类的小件衣物。

604.807.61 ￥4.99

FYLLEN 菲伦洗衣篮，79升。这款轻便的带把手提
篮携带方便，采用通透结构设计，便于晾干衣服。

白色 405.220.50 ￥79.99

LAGT 拉哥特烫衣板套，灰色。适用于108-120cm长和
33-40cm宽的烫衣板。

603.425.76 ￥49.99

PRESSA普利萨悬挂式晾衣架，带16个衣夹。可
轻松悬挂在任何地方，不用时可折叠收好，不会占
用太多空间。

青绿色 504.212.15 ￥29.99

SLIBB斯利波洗涤袋，白色。专门用于贴身衣物或带有钩
扣和锋利紧固件的衣物，可与洗衣机中的其他衣物分开洗
涤。

805.073.16 ￥6.99

洗衣袋和洗衣篮 烫衣板

晾衣架

其他配件

CF: 202210-bgla24a CF: 202210-bgla24a TF: 00000-xx_000

SLIBB斯利波带24个晒衣夹的晾衣架。这款衣架带24个
夹子，适合在狭小空间悬挂和晾晒袜子、内衣及小毛巾。

905.270.93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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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配件

CF: 202210-bgla25a CF: 202210-bgla25a TF: 00000-xx_000

有了PEPPRIG 佩普里格 系列，水桶和拖把再
也不会杂乱无章——外观时尚、风格统一的
工具、浴盆、水桶、扫帚、海绵和抹布，无
论是否使用清洁剂，都能满足你家中的各类
清洁需求。伸缩式铝制把手可搭配不同的清
洁头，非常适合清洁难以触及的区域。这种
清洁方式更巧妙且更可持续，有助于减少收
纳和整理各类工具的繁琐工作量。

更重要的是，无论你是第一次购买清洁用
品，还是寻找替换装，我们都将分享我们的
知识，帮助你精心打理和维护良好的居家环
境。让我们一起共享更美好的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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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配件

LILLNAGGEN 利纳根玻璃清洁器。你可以使用这款玻璃清
洁器清洁窗户和淋浴间表面。

202.435.97 ¥9.99

PEPPRIG 佩普里格 超细纤维布料， 28×28cm，3件套。此
布料采用超细纤维制成，即使不使用清洁剂，也能非常有效
地清洁和去除顽固的污垢。

504.824.40 ￥9.99

PEPPRIG 佩普里格水桶 12 公升。这款桶配有结实的提手
且采用防滑表面设计，提水方便安全。

304.910.25 ￥19.99

PEPPRIG 佩普里格畚箕/刷子，灰色。适合快速清洁厨房
、浴室或汽车等空间。

灰色 205.270.96 ￥9.99

黄色 605.335.52 ¥9.99

PEPPRIG 佩普里格硬毛刷，2件套。这两把刷子让清洁变
得更有趣。椭圆形的刷子适合清洁较大的表面，而长刷子则
能轻松清洁狭窄的角落。

904.910.27 ￥9.99

PEPPRIG 佩普里格浴盆，27cm，可折叠。这款浴盆可快
速折叠和展开，不易变形。

704.910.33 ￥17.99

PEPPRIG 佩普里格清洁桶和置物盒。桶的底部有粗糙的波
浪纹，方便你用来清洁平板拖把头。

793.903.22 ￥69.99

PEPPRIG 佩普里格畚箕/扫帚。不用时可以将畚箕轻松折
叠，节省空间。

404.818.70 ￥59.99

PEPPRIG 佩普里格百洁布，3件套。这款百洁布具有高吸
水性，并可产生丰富的泡沫。

904.824.43 ￥5.99

PEPPRIG 佩普里格除尘掸布套，45×7cm。蓬松的
PEPPRIG 佩普里格 超细纤维除尘掸布套替换装可有效清除
细小颗粒，适用于大面积区域，如沙发和其他家具等。

304.867.93 ￥14.99

PEPPRIG 佩普里格超细纤维清洁垫，2件套，
10×29cm。这款超细纤维清洁垫替换装吸水性好，清
洁力强，可搭配PEPPRIG 佩普里格 拖布头使用。

504.824.16 ￥14.99

PEPPRIG 佩普里格间隙清洁布套，45×7cm。PEPPRIG佩
普里格 除尘掸布套替换装采用超细纤维布料制成， 适用
于清洁家中各种边角、缝隙和其他狭小空间。

904.830.94 ￥6.99

PEPPRIG 佩普里格超细纤维清洁擦。你可以将超细纤维
清洁垫套在手上单独使用，也可以把它安装到清洁刷头上
使用。

104.830.93 ￥9.99

清洁配件

PEPPRIG 佩普里格清洁套装替换装

PEPPRIG 佩普里格 脸盆,30cm。这款脸盆用途广泛，洗脸
或者清洗衣物均适用。深底设计，方便浸泡和清洗衣服。

天蓝色 904.910.32 ￥17.99

黄色 504.910.34 ¥17.99

PEPPRIG 佩普里格
畚箕/扫帚
404.818.70

￥59.99/件

PEPPRIG 佩普里格洒水瓶，550毫升。借助侧面的液位刻
度，你可以轻松地在瓶子中直接测量和混合清洁剂。

905.014.32 ￥9.99

CF: 202210-bgla26a CF: 202210-bgla26a TF: 00000-xx_000

PEPPRIG 佩普里格硬毛刷，转角适用。这款刷子外形纤细
简洁，可清洁到难以触及的位置，例如角落、边缘和缝隙。
刷子配有坚固把手，握持更牢固舒适。

104.910.31 ￥9.99

PEPPRIG 佩普里格伸缩式把手，带刷头。这款超细纤维清洁
垫替换装适合清洁玻璃、镜子和其它光亮表面，不用担心磨
损表面。这款伸缩杆为铝合金材质，可调节长度范围是76-
128cm，你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节。

693.901.10 ￥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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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品质保证

ENHET 安纳特 系列和混合型水龙头享有
10年免费质保。

质保

ENHET 安纳特 系列享有10年免费质保，涵盖材料和工艺缺陷问题。
所有室内混合型水龙头均享有10年免费质保。

此品质保证适用于家庭用途，并受本册子中所述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ENHET 安纳特系列
10年免费质保

本品质保证的有效期是多久？

此品质保证在所标时间内有效，自购买之日起生效。须提供
原始收银条作为购买凭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本品质保证仅适用于在家庭用途，并涵盖材料和工艺方面的
缺陷。

10年品质保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ENHET 安纳特 系列的下列所有部件：• 储
物柜 • 开放式框架 • 前板 • 合叶 • 抽屉 • 搁板 • 支腿 • 配件
（旋转搁板、悬挂式搁板插件、挂杆及挂钩）。

宜家将采取什么行动来解决问题？

宜家将对产品进行检验，并全权酌情决定其是否属于该品质
保证范围。如果认为涵盖在内，宜家将通过自己的服务部
门，全权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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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经
宜家授权的任何维修工作的费用不由宜家承担。被替换下的
零件将成为宜家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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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酌情决定。

售后服务

为了提供满足顾客需求与期望的实用产品，我们每年都会更
新宜家的产品系列。这意味着，只要有库存，你可以为你的
洗衣区解决方案添置柜门、抽屉前板和底座。我们将始终竭
尽所能，确保为你提供一个称心满意的洗衣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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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由撞击或
事故引起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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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品质保证不涵盖间接或附带损坏。

组装和保养说明

为获得品质保证，需遵循每种产品的特定保养说明。有关所
有组装和保养说明，请访问：IKEA.cn

安装

洗衣家具必须固定到墙壁上。请确保洗衣区的承重墙壁能够
承受家具的重量，错误的安装方式可能会导致财产损失甚至
人身伤害。如果不确定安装方法，请联系专业人员。由于墙
体材料各有不同，包装内不含用于固定到墙壁的螺丝。如需
关于适用螺丝的建议，请联系当地专业经销商。

国家/地区、州/省级法律的适用情况

本品质保证给予你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行政辖区的不同，
你还可能享受到其他权利。

如果你需要服务，该怎样联系我们

请联系当地的宜家商场。在你附近的宜家商场或宜家网站
www.IKEA.cn上可以找到地址和电话号码。

混合型水龙头
10年免费质保

本品质保证的有效期是多久？

在宜家购买的室内混合型水龙头的品质保证自购买之日起
十(10)年有效。须提供原始收银条作为购买凭证。

本品质保证涵盖哪些内容？

10年品质保证适用于所有宜家室内混合型水龙头。本品质保

证仅适用于在家庭用途，涵盖所有室内混合型水龙头在材料

和工艺方面的缺陷：我们的室内混合型水龙头全部经过测

试，符合相关国际标准，而且全部选用上乘品牌配件，以实
现10年品质保证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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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质保证也不适用于应当定
期清洗并在磨损后进行更换的过滤器/起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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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品质保证不涵盖被用于公共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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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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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将通过自己的服务部门，决定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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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则宜家将承担由
自身引起的更换费用、人工费用以及维修人员的交通费用。
但未经宜家授权的任何工作的费用不由宜家承担。被替换下
的水龙头属于宜家的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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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酌情
决定。

认证

某些国家/地区对于混合型水龙头的批准和认证有自己的法
定要求。宜家混合型水龙头已通过批准和认证，满足每个市
场的相关需求。

国家/地区、州/省级法律的适用情况

本品质保证给予你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行政辖区的不同，
你还可能享受到其他权利。

如果你需要服务，该怎样联系我们

请联系当地的宜家商场。在你附近的宜家商场或宜家网站
www.IKEA.cn上可以找到地址和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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