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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价格标签或上网查询,实际价格以门店网页价格为准。所有产
品组件均需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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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ERÖN 希格瑞恩  
 桌子，户外，91x147cm，
深绿色/浅灰色。
005.111.76                     

￥1,4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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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温暖阳光下打个小盹？和好友一起享用美味的点心？在阴凉处享受悠闲的独处时光？不论
家中的空间是大是小，都可以实现这些梦想。你的想象力搭配宜家广泛的户外产品选择，不论
你梦想在户外用餐、休息、烹饪、园艺、储物或洗衣，统统都能实现。我们来看看你的户外有
哪些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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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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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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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MMARÖ 耐玛瑞

方形的妙用

我们开发NÄMMARÖ 耐玛瑞 时，我们问自己：我们要如何出打造真正舒适实惠的户外家具？
我们在设计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通过以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来设计整个系列，我们成功降低
了制造成本。

实惠价格助你节约预算
产品开发人员Anders Adler表示：“我们希望NÄMMARÖ  
耐玛瑞 成为一件既能轻松带回家又能经久耐用的家具。”  
他和开发团队从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那
就是正方形。

一种外观，多种可能
Anders解释道：“我们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像正方形的框架，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巧的支腿。”
从椅子到桌子，这个形状的设计贯穿了整个系列。

“这个框架赋予NÄMMARÖ 耐玛瑞 具有现代格调的统一外
观。此外，模块化的设计简化了生产流程，同时降低了成
本。由于NÄMMARÖ 耐玛瑞 外观没有任何弧形曲线，因此
可轻松采用平板包装。”

不仅有助于降低价格，还能节省从工厂 一直到顾客家中整
个运输过程中的宝贵空间。

打造自己的一片绿洲
在NÄMMARÖ 耐玛瑞 系列中，你可以找到适合度过漫长惬
意时光的沙滩躺椅和椅子、可招待众多宾客就座的沙发， 
或是足够一大家子共进晚宴的桌子。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和需求挑选合适的产品。NÄMMARÖ 
耐玛瑞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可满足各种户外活动需求
和不同的预算。”

该系列家具相对较轻，可轻松移动，方便你腾出空间来招待
更多客人，或当气候不适合户外活动时轻松收起。

Anders说：“这些家具看似不起眼，却是能够让你在露台或
阳台的日常生活更方便的重要细节。”

“设计NÄMMARÖ 耐玛瑞 
时，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既独
特又百搭的现代户外家具系
列。整个系列所使用的方形
结构有助于将不同产品统一
起来，打造出和谐的家居风
格。柔和的蜜糖色外观历久
弥新，可与家中已有物品以
及阳台或露台上的绿植和谐
搭配。”

设计师：Nike Karlsson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 
户外，75x63cm，浅褐色着色。

005.112.04 ￥499

NÄMMARÖ 耐玛瑞 折叠椅， 
户外，浅褐色着色。

705.103.43 ￥299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靠背， 
户外，浅褐色着色。

205.103.31 ￥200

NÄMMARÖ 耐玛瑞 搁架单元， 
户外，83x75cm，浅褐色着色。

905.346.54 ￥799

NÄMMARÖ 耐玛瑞 靠背长凳， 
户外，浅褐色着色。

505.103.39 ￥699

NÄMMARÖ 耐玛瑞 屏风， 
140x80x50cm，室内/户外，浅褐色着色。

005.327.39 ￥599

NÄMMARÖ 耐玛瑞 休闲椅， 
户外，浅褐色着色。

205.103.45 ￥499

NÄMMARÖ 耐玛瑞 储物箱， 
室内/户外，80x40x45cm，浅褐色着色。

205.327.38 ￥599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座椅组件，
户外，浅褐色着色。

005.103.51 ￥299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 
户外，140x75cm，浅褐色着色。

805.112.00 ￥999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躺椅， 
户外，浅褐色着色。

605.103.53 ￥499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 
户外，200x75cm，浅褐色着色。

405.112.02 ￥1,399

NÄMMARÖ 耐玛瑞 扶手椅， 
户外，浅褐色着色。

805.111.96 ￥399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凳， 
户外，37x45cm，浅褐色着色。

105.103.55 ￥149

NÄMMARÖ 耐玛瑞 长凳， 
户外，120cm，浅褐色着色。

105.103.41 ￥499

NÄMMARÖ 耐玛瑞 所有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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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ERÖN 希格瑞恩

SEGERÖN 希格瑞恩 所有组件

选择合适的户外家具，享受你的日常生
活。设计SEGERÖN 希格瑞恩 时，我希
望打造经济实惠、经久耐用的家具——风
格高贵而简约，设计经典，质量上乘，可
以让人们在户外度过愉快的休闲时光。我
希望顾客和我一样喜爱SEGERÖN 希格瑞
恩，希望这个系列能帮助他们营造想要的
夏日氛围。” 

设计师：Sarah Fager

选择合适的户外家具，享受你的日常生活
SEGERÖN 希格瑞恩 系列设计精良，充分考虑了户外环境因
素，包括各种类型的气候条件和活动需求。有了SEGERÖN 
希格瑞恩 户外家具，你无需花费太多就可以尽情享受户外
的美好时光。

颇具质感
这款产品采用涂粉末漆钢框架搭配手编绳索设计，颇具质
感。

*必须搭配靠垫使用，靠垫需另购。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SEGERÖN 希格瑞恩 桌子， 
户外，91x147cm。

深绿色/浅灰色 005.111.76 ￥1,499
白色/米色 605.111.78 ￥1,4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台转椅*， 
户外。

白色/米色 005.111.62 ￥7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单人座 
组件*，户外。

白色/米色 905.111.86 ￥5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凳*， 
73cm。

白色/米色 605.111.64 ￥5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转角件*， 
户外，白色/米色。

白色/米色 505.111.74 ￥7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茶几， 
户外，73x73cm。

白色/米色 905.111.72 ￥6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扶手椅*，
户外。

深绿色 805.149.20 ￥599
白色/米色 305.111.70 ￥5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台， 
户外，89x89cm。

白色/米色 105.111.66 ￥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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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立即享受美好的户外时光？先看看这些通用技巧，探索打造户外空间的妙招。下一页则
有适用于各类空间大小的具体建议。我们此处介绍的家具和物品都是为户外使用设计——并
且都能在这本购物指南中找到。用尺子画出平面图，来帮忙找出适合的家具。
然后遵循下列实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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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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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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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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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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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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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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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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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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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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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阳台也能梦想成真 布置一个清爽干净的用餐区

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如何布置你的户外空间

一个迷你菜园 
如果你喜欢园艺，这款搁架单元可以满足你的愿
望，在阳台种一些花花草草，还能帮助你保持阳
台井井有条。加上一层保护套，就能打造一个小
型温室，用来种一些香草和小蔬菜。

利用植物分隔不同区域
巧用大型盆栽，将露台分隔成功能不同的空间。
这样更便于同时开展不同的活动，例如举办派
对。绿色植物还有助于营造一个美妙又绿意葱茏
的氛围。

享受凉爽的阳台生活
想要多一些荫凉？这款小号阳伞专为阳台设计，
可为你营造荫凉的区域。别具特色的设计，为阳
台增添一抹时尚风格，而且不用担心底座挡着其
他家具。

定制躺椅组合
根据露台的格局随心搭配，布置理想的休闲区。
这个户外沙发组件不仅可以搭配独立式休闲椅，
还可随心定制不同形状和尺寸的沙发。去掉靠
背，就可以用作脚凳。去掉靠垫，就是一张 
边桌。

别具特色的美丽地板
有了这款别具个性的地板饰面，你就能轻松焕新
阳台或露台的外观风格。而且它可随意裁切，方
便你铺设不规则的角落。这款产品经过紫外线稳
定处理，且表面含防褪色饰面。

实用的多功能长凳
在户外空间摆一张长凳总会派上用场。例如， 
在你需要加个座位招待客人时，用它就很合适。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来放花盆，凳子下面还可以
储物。

一张可欣赏风景的桌子
这张户外用桌和两张折叠椅非常适合放在小阳
台，作为基本的家具布置。更重要的是，它们的
价格很实惠，这样你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在阳台
拓展更多的生活空间。

不只是餐椅
在户外区域添置多用途家具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方便你开展多种活动。这款躺椅无论是用餐、 
放松或者享受日光浴，都恰到好处。可折叠设
计，不用时可以轻松收起来。

狭小的户外空间并不意味着你无法享
受阳台生活。有了这些设计巧妙的储
物和家具，无论预算高低，你都可以
在阳台享受梦想生活。

在用餐区撑一顶阳伞可以为空间带来
整体感，而且更美观。在阳光较强
时，阳伞可以起到遮阳的作用，而在
太阳落山后，阳伞也可以用作凉蓬，
营造出舒适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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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片用餐区
在阳台上享用一顿美味夜宵。周末在院子里享用一顿早午餐。我们的户外用餐方案为你提供宽
敞的餐桌，方便与同伴一起用餐，同时带给你开阔的视野空间。我们提供桌椅、长凳和凳子各
种选项，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梦想，选择适合自身户外空间的尺寸和风格。我们提供众多
款式、颜色和材质，你不仅能挑选心仪的外观，还能选择保养程度。不论你选择什么，我们都
能为你的户外用餐带来一抹绿意和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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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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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ÄMMARÖ 耐玛瑞 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和需求
挑选合适的产品。NÄMMARÖ 耐玛瑞 提供了丰
富多样的选择，可满足各种户外活动需求和不同
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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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ÄRNÖ 塔尔诺 由来自可持续来源的坚固硬木 
相思木和涂布粉末涂层的钢部件混合制成， 
可折叠，坚固耐用，外观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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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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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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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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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NÄMMARÖ 耐玛瑞 系列时，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打
造真正舒适且价格实惠的户外家具？我们在设计中找到了一
个答案。我们用简单的几何形状作为整个系列的基础，降低
了制造成本。这样也更易于满足各种规格的预算。

SEGERÖN 希格瑞恩 系列设计精良，充分考虑了户外
环境因素，包括各种类型的气候条件和活动需求。有了
SEGERÖN 希格瑞恩 户外家具，你无需花费太多就可以尽情
享受户外的美好时光。

备受欢迎的产品

户外用餐户外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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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PARÖ 托帕瑞
一桌子 70x42cm 带2张折叠椅，
室内/户外，白色/白色/灰色。 
(295.009.26)

￥497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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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户外家具都是由易于护理的材料制成；并标有“易于护理”的标志。关于如何保养户外家具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124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双人餐桌椅组合

TORPARÖ 托帕瑞 ￥497
桌子 70x42cm 带2张折叠椅， 
室内/户外，白色/白色/灰色。 
(295.009.26)

TORPARÖ 托帕瑞 ￥427
桌子 50cm 带2张折叠椅，户外，
白色/白色/灰色。(195.009.22)

NÄMMARÖ 耐玛瑞 ￥1196.98
桌子，75x63cm带2张折叠椅， 
户外，浅褐色着色/Kuddarna  
库达那 米色。(394.9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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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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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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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60×148cm，高108cm。适用于一桌两
椅的户外用餐家具组合。
黑色 204.281.57 ￥599

FEJAN 菲阳 ￥299.97 
桌子 50×44cm。椅子，可折叠，
户外，白色/白色。涂粉末漆钢 
和塑料。(394.3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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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ÄRNÖ 塔尔诺 ￥447 
桌子，55×54cm，可折叠。 
椅子，可折叠，户外，黑色/ 
浅褐色着色，实心相思木和涂粉
末漆钢。(498.984.16)

TÄRNÖ 塔尔诺 ￥447 
桌子，55×54cm，可折叠。 
椅子，可折叠，户外，白色/ 
绿色着色，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
漆钢。(994.907.78)

户外用餐 户外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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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VIHOLMEN 维候姆恩/LÄCKÖ 拉科 ￥2,195
桌子 直径70cm。椅子，可叠放，户外。 
灰色/灰色，涂粉末漆钢。(494.78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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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MMARÖ 耐玛瑞 ￥2,095                                                                  
桌子 140x75cm 带4张躺椅，户外，浅褐色着色.  
（价格不含靠垫）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4,095
吧台 带4张吧凳，户外。灰色着色。(194.129.73)

四人餐桌椅组合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4,495
桌子，直径108cm。扶手椅，户外，灰色着色， 
实心桉木。(093.304.83)

FALHOLMEN 福霍曼 ￥1,595 
桌子 153×73cm。扶手椅，可叠放，户外。浅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992.178.59)

NÄMMARÖ 耐玛瑞 ￥2,534
桌子 140x75cm 带2张椅子和长凳，户外，浅褐色
着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595.053.95)

TORPARÖ 托帕瑞 ￥1,195
桌子 130x74cm 带4张折叠椅，户外，白色/白色/
灰色。(895.009.28) 

TORPARÖ 托帕瑞 ￥2,195
桌子 130x74cm 带4张躺椅，户外，白色/白色/ 
灰色。(895.009.33)

SEGERÖN 希格瑞恩 ￥4,294.96
桌子 91x147cm 带4张扶手椅，户外，白色/ 
米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195.008.37)

VÄRMANSÖ 瓦蒙松 ￥4,495
桌子 161x93cm 带4张椅子，户外，深灰色/ 
褐色。(995.002.25)

SEGERÖN 希格瑞恩 ￥4,294.96 
桌子 91x147cm 带4张扶手椅，户外，深绿色/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795.008.20) 

TORPARÖ 托帕瑞 ￥1,595
桌子 130x74cm 带4张扶手椅，户外，白色/白色/
灰色。(395.009.35) 

TORPARÖ 托帕瑞 ￥1,595 
桌子 130x74cm 带4张扶手椅， 
户外，白色/浅灰色-蓝色。(995.009.37) 

NÄMMARÖ 耐玛瑞 ￥2,435.98
桌子 140x75cm 带2张椅子和长凳，户外，浅褐色
着色/KUDDARNA 库达那，米色。(294.914.65)



2726

户外用餐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六至八人餐桌椅组合

TOSTERÖ 托斯特洛 家具组合外罩 260×148cm，高108cm。
适用于一桌八椅的户外用餐家具组合。
黑色 204.281.57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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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

新品

新品

六至八人餐桌椅组合

NÄMMARÖ 耐玛瑞 ￥4,092.94
桌子200x75cm 带6张扶手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KUDDARNA 库达那  
米色。(194.914.75)

SEGERÖN 希格瑞恩 ￥5,692.94
桌子 91x147cm 带6张扶手椅，户外， 
深绿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195.008.42)

SEGERÖN 希格瑞恩 ￥5,692.94
桌子 91x147cm 带6张扶手椅，户外， 
白色/米色/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 
(895.008.53)

新品NÄMMARÖ 耐玛瑞 ￥ 4,393                       
桌子 200x75cm 带6张躺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价格不含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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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KHOLMEN 斯塔霍蒙 凳，户外。 
座面：宽48×深35×高43cm。浅褐色着色 
实心相思木和塑料。

004.114.2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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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HOLMEN 阿霍蒙 椅子，户外， 
可折叠。座面：宽36×深30×高46cm。
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702.400.30 ￥199

NORRMANSÖ 诺曼苏 椅子，室内/ 
户外。座面：宽43×深40×高45cm。

米色/相思木 305.111.94 ￥4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椅子，户外，
可折叠。41x54cm，高85cm。座面： 
宽35×深35×高43cm。
灰色着色 304.788.06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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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椅、凳子和长凳

FEJAN 菲阳 椅子，户外， 
可折叠。座面：宽40×深39× 
高45cm。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204.872.17 ￥99.99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凳， 
户外，37x45cm。

浅褐色着色 105.103.55 ￥149

SEGERÖN 希格瑞恩 扶手椅，
户外。

深绿色 805.149.20 ￥599
白色/米色 305.111.70 ￥599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  705.103.43 ￥299

TORPARÖ 托帕瑞 椅子，室内/ 
户外，可折叠。

白色/灰色 305.378.96 ￥149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躺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 605.103.53 ￥499

TORPARÖ 托帕瑞 躺椅，户外。

白色/灰色 305.379.00 ￥399

NÄMMARÖ 耐玛瑞 扶手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 805.111.96 ￥399

TORPARÖ 托帕瑞 扶手椅， 
室内/户外。

浅灰色-蓝色 105.185.30 ￥249
白色/灰色 905.378.98 ￥249

VÄRMANSÖ 瓦蒙松 椅子，
户外。

褐色 605.363.91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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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SÖ 苏恩索 椅子，户外。
深46×高84cm。座面：深34× 
高46×宽38cm。
灰色 305.289.29 ￥179

TORPARÖ 托帕瑞 椅子，可折
叠，室内/户外。座面：宽40×
深39×高46cm。涂粉末漆钢和
塑料。
白色/灰色 305.378.96 ￥149

TÄRNÖ 塔尔诺 椅子，户外， 
可折叠。座面：宽39×深28× 
高45cm。实心相思木和涂粉末
漆钢。
黑色/浅褐色着色 001.651.28 ￥149
白色/绿色着色 105.309.4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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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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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ÖGSTEN 赫斯顿 扶手椅， 
户外。座面：宽38×深48× 
高42cm。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白色 402.098.61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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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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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深灰色，米绿色 

JÄRPÖN 雅普/
DUVHOLMEN 杜夫侯姆
煤黑色，白色

KUDDARNA 库达那
米色，灰色

BRÄMÖN 布兰莫 
灰米色

KLÖSAN 克略桑 
蓝色

NÄMMARÖ 耐玛瑞 

可折叠凳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可折叠椅 直径35cm — 32×36cm 34×34cm 直径35cm

扶手椅 50×50cm 50×50cm 50×50cm — —

躺椅，可折叠 116×45cm 116×45cm 116×47cm — —

长凳 直径35cm — — — —

吧凳 直径35cm — — — 直径35cm

SEGERÖN 希格瑞恩 

扶手椅 44×44cm 44×44cm — — —

吧台转椅 44×44cm 44×44cm — — —

吧凳 直径35cm — — — —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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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手椅 50×50cm 50×50cm 50×50cm — —

靠背长凳 50×50cm 50×50cm 50×50cm — —

躺椅 116×45cm 116×45cm 116×47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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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椅 44×44cm， 
116×45cm

44×44cm， 
116×45cm 44×44cm，116×47cm — —

ASKHOLMEN 阿霍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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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HOLMEN 福霍曼

扶手椅 44×44cm 44×44cm 44×44cm — 44×44cm

TÄRNÖ 塔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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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ÄCKÖ 拉科

椅子 直径35cm — — — 直径35cm

LÄCKÖ 拉科

扶手椅 — 44×44cm — — 44×44cm

SUNDSÖ 苏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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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ÖVEN 克罗文

扶手椅 50×50cm — 50×50cm — —

餐椅

靠垫

如何挑选用餐靠垫

查看所有舒适靠垫，参见第00页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NÄMMARÖ 耐玛瑞 长凳，户外，120cm。

浅褐色着色 105.103.41 ￥4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台转椅，户外。

白色/米色 005.111.62 ￥7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凳，户外。73cm。

白色/米色 605.111.64 ￥5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靠背长凳， 
户外。163×63cm，高84cm。座面： 
宽151×深50×高42cm。
灰色着色 504.206.64 ￥1,499

PÄRONHOLMEN 派荣霍 靠背长凳， 
户外。111x70cm，高83cm。座面： 
宽100×深50×高42cm。
红色 505.038.00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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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ÄLLAND 索兰德 长凳，户外。座面：
宽127×深42×高43cm。实心桉木和涂粉
末漆铝。
浅灰色/浅褐色 704.019.85 ￥7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靠背吧凳， 
户外。45x56cm，高112cm。座面： 
宽44×深44×高74cm。
灰色着色 404.788.01 ￥699



新品

新品

新品

新品

333232 33

户外用餐户外用餐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双人桌 4人座桌子

ASKHOLMEN 阿霍蒙 桌子，户外，可折叠。可供2人 
使用。60x62cm，高73cm。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902.400.34 ￥199

ASKHOLMEN 阿霍蒙 连壁桌，户外，可折叠。可供2人
使用。70x44cm，高71cm。桌子需固定到墙上。实心
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603.210.22 ￥199

VÄRMANSÖ 瓦蒙松 桌子，户外。161x93cm， 
高75cm。
深灰色 205.156.87 ￥1,699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桌子，户外。可供4人使用。
直径108cm，高74cm。实心桉木。
灰色着色 404.206.12 ￥1,299

FALHOLMEN 福霍曼 桌子，户外。可供4人使用。 
153x73cm，高72cm。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703.130.93 ￥599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户外，140x75cm，高75cm。

浅褐色着色 805.112.00 ￥999

TÄRNÖ 塔尔诺 桌子，户外，可折叠。可供2人 
使用。55x54cm，高70cm。实心相思木和涂
粉末漆钢。
黑色/浅褐色着色 801.651.29 ￥149
白色/绿色着色 405.309.55 ￥149

SUNDSÖ 苏恩索 桌子，户外。直径65cm，
高71cm。

黄色 505.289.33 ￥229
灰色 405.093.17 ￥229
桔色 105.289.49 ￥229

TORPARÖ 托帕瑞 桌子。室内/户外。 
70x42cm，高73cm，可折叠。

白色 404.207.49 ￥199

FEJAN 菲阳 桌子，户外。50x44cm， 
高71cm。

白色 204.872.17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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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601.657.76 ￥249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户外，75x63cm，高75cm。

浅褐色着色 005.112.04 ￥499

TÄRNÖ 塔尔诺 桌子，户外，可折叠。可供 
4人使用。100x54cm，高70cm。实心相思木
和涂粉末漆钢。
黑色/浅褐色着色 104.719.38 ￥349

SEGERÖN 希格瑞恩 桌子，户外，91x147cm，
高75cm。

深绿色/浅灰色 005.111.76 ￥1,499
白色/米色 605.111.78 ￥1,499

VIHOLMEN 维候姆恩 桌子，户外。可供4至
6人使用。135x74cm，高73cm，涂粉末漆钢
和塑料。
深灰色 104.633.06 ￥599

TORPARÖ 托帕瑞 桌子，户外。130x74cm，
高75cm，可折叠。

白色 504.207.58 ￥599

TORPARÖ 托帕瑞 阳台桌，户外。50x35cm。

白色 504.613.4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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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DHOLMEN 邦德荷蒙 吧台，户外。可供4人使用。 
116x72cm，高105cm。
灰色着色 204.788.02 ￥1,299

吧台

6至8人座桌子

SJÄLLAND 索兰德 桌子，户外。可供4至6人 
使用。156x90cm，高75cm。桌面中间的孔洞 
可以插放阳伞。实心桉木和涂粉末漆铝。

592.624.48 ￥1,5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吧台，户外，89x89cm，
高106cm。

白色/米色 105.111.66 ￥1,399

NÄMMARÖ 耐玛瑞 桌子，户外，200x75cm， 
高75cm。
浅褐色着色 405.112.02 ￥1,399

VÄRMANSÖ 瓦蒙松
可供4至6人使用。户外， 
161x93cm，高75cm。 
深灰色。205.156.87

￥1,6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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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充充电
回想一下你客厅的装修效果，现在想象它在户外的样子。无论放在阳台、后院或者是细沙绵软
的海滩，你都可以轻松打造放松充电的好去处。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模块化沙发和各式座面，
你定能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一款。我们还提供桌子和舒适靠垫，为你营造舒适、时尚的户外空
间，带给你家一般的温暖与惬意。现在就来浏览我们产品，不妨大胆设想，动手创造，然后 
尽情享受舒适！

户外 
休闲 
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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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休闲和放松

你喜欢以什么姿态来放松休息？是蜷在双人沙发上，还是伸展四肢，躺在带脚凳的大沙发上？ 
你家的户外空间有多大？运用模块沙发，按照自己的休闲风格和空间大小，个性化定制一款 
理想的沙发组合。更重要的是，你之后还可以随时添加更多组件，或是拆开重新组合。

找到你的户外 
模块沙发风格

JUTHOLMEN 于托尔门 采用塑料藤条制成，
外观和质感与天然藤条无异。座位下方为实用
的储物空间。更多信息请见第56页。

TVARÖ 特维罗 为了使TVARÖ 特维罗 能够抵
御不同天气，我们保留了藤杆的表皮，将其他
部分浸入泥浆，并添加了一层水性漆。TVARÖ 
特维罗 模块化组件可用于打造舒适的座位区，
带来放松惬意的户外休闲体验。 更多信息请
见第44页。

SEGERÖN 希格瑞恩 是经济实惠的家具，风
格高贵而简约，设计经典，质量上乘，可以让
人们在户外度过许多轻松时光。它是在你的露
台营造美好夏日氛围的理想选择。更多信息请
见第12页。

NÄMMARÖ 耐玛瑞 NÄMMARÖ 耐玛瑞 系列
等模块化户外沙发可助你打造聊天聚会的理
想场所，尽享浪漫的夏日时节。将其分开摆
放，即可舒适落座享用零食。或是相互连接，
在点点星光的陪伴下酣然入睡。更多信息请
见第10页。

SOLLERÖN 索勒伦 采用易于护理、经久耐用的塑料藤条和涂粉末漆钢制成，黑褐色的编织设计
透气通风。更多信息请见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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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ÄMMARÖ 耐玛瑞 采用可持续来源的坚固硬木实心相思木制成。所有组件均已预先经过多层木材着色剂处理，长久使用仍
然保持亮丽如新，无需经常护理。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座椅组件，户外。

浅褐色着色 005.103.51 ￥299

NÄMMARÖ 耐玛瑞 扶手椅，户外，浅褐色着色。

￥899

NÄMMARÖ 耐玛瑞 双人模块沙发带扶手，户外， 
浅褐色着色。

￥1,398

NÄMMARÖ 耐玛瑞 四人会客组合，户外，浅褐色 
着色。

￥2,295

NÄMMARÖ 耐玛瑞 休闲椅，户外，浅褐色着色。

￥499

NÄMMARÖ 耐玛瑞 三人模块沙发，户外，浅褐色 
着色。

￥1,497

NÄMMARÖ 耐玛瑞 四人会客组合，户外，浅褐色 
着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

495.054.14 ￥3,767

NÄMMARÖ 耐玛瑞 双人模块沙发，户外，浅褐色 
着色。

￥998

NÄMMARÖ 耐玛瑞 三人模块沙发带扶手，户外， 
浅褐色着色。

￥1,897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靠背，户外。

浅褐色着色 205.103.31 ￥200

模块沙发组合件

模块沙发组合(价格不含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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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ERÖN 希格瑞恩 设计精良，充分考虑了户外环境因素，包括各种类型的气候条件和活动需求。有了SEGERÖN 希格瑞恩 
户外家具，你无需花费太多就可以尽情享受户外的美好时光。

SEGERÖN 希格瑞恩 模块沙发

SEGERÖN 希格瑞恩 单人座组件，户外。

白色/米色 905.111.86 ￥599

SEGERÖN 希格瑞恩  三人转角沙发，户外，白色/ 
米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

695.051.73 ￥4,607

SEGERÖN 希格瑞恩 三人会客组合，户外，白色/米色/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

995.014.42 ￥4,906

SEGERÖN 希格瑞恩/LÅGASKÄR 罗嘉谢尔 三人会客组
合，户外，白色/米色/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
夫侯姆 米色。

195.014.60 ￥4,706

SEGERÖN 希格瑞恩 五人会客组合，户外，白色/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米色。

295.009.12 ￥6,840

SEGERÖN 希格瑞恩 转角件，户外。

白色/米色 505.111.74 ￥799

模块沙发组合件

模块沙发组合

户外休闲和放松户外休闲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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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塑料藤条制成，外观和质感与天然藤条无异。座位下方的储物空间可存放装饰靠垫和休闲毯。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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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 303.736.25 ￥795
深灰色 304.245.97 ￥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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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 103.875.86 ￥695
深灰色 204.245.88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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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 003.736.22 ￥995
深灰色 004.245.94 ￥99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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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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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选择适合你的方案

模块沙发组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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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褐色 203.736.16 ￥495
深灰色 504.245.00 ￥495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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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沙发组合 

组合价格 ￥3,021 
（褐色 592.523.74，深灰色 592.877.45）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米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8cm。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3,241 
（褐色 893.083.79，深灰色 393.263.09）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煤黑色。
尺寸：宽161，深82，高90cm。座面高46cm。

双人沙发，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双人沙发，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双人沙发，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2,681  
（993.032.15 褐色，593.036.51 深灰色）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4cm。座面高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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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适用于170x100cm的沙发，黑色。 
170x100cm，高87cm。适用于带一张茶几的户外双人沙发转角组合， 
或带一张扶手椅和一张咖啡桌的双人沙发（长度不超过220cm，宽度不 
超过220cm，高度不超过85cm）。

黑色 904.279.27 ￥299

组合价格 ￥3,021 
（褐色 592.877.45，深灰色 392.877.51）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米色。
尺寸：宽161×深82×高88cm。座面高4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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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组合价格 ￥6,166
（褐色 493.084.18，深灰色 393.264.46）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煤黑色。尺寸：深82，高90cm。宽：左225cm， 
右162cm。座面高46cm。

  
组合价格 ￥5,686
（褐色 292.526.10，深灰色 192.877.90）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尺寸：深82×高88cm。宽：左225cm，右162cm。
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5,686
（褐色 392.526.57，深灰色 892.877.96）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尺寸：深82×高88cm。宽：左225cm， 
右162cm。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4,936  
（褐色 393.032.42，深灰色 793.036.31）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尺寸：深82× 
高84cm。宽：左225cm，右162cm。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4,936  
（褐色 093.032.48，深灰色 693.036.36）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尺寸：深82× 
高84cm。宽：左225cm，右162cm。座面高40cm。

三人转角沙发，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沙发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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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适用于170x100cm的沙发，黑色。 
170x100cm，高85cm。适用于带一张茶几的户外双人沙发转角组合， 
或带一张扶手椅和一张咖啡桌的双人沙发（长度不超过170cm，宽度 
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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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LERÖN 索勒伦 模块沙发组合 

三人沙发带脚凳，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4,908 
（褐色 992.526.83，深灰色 192.878.27）。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米色。尺寸：宽223×深144×高88cm。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5,308 
（褐色 493.085.50，深灰色 593.264.31）
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煤黑色。尺寸：宽223x深144x高90cm。座面高46cm。

组合价格 ￥4,298 
（褐色 993.032.58，深灰色 993.036.25）。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米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4cm。座面高40cm。

组合价格 ￥4,908 
（褐色 592.526.99，深灰色 872.878.38）
搭配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 
深灰色。尺寸：宽223×深144×高88cm。座面高44cm。

组合价格 ￥4,298 
（褐色 793.032.64，深灰色 193.036.1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灰色。
尺寸：宽223×深144×高84cm。座面高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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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外罩，适用于220x220cm的沙发，黑色。 
170x100cm，高87cm。适用于带一张茶几的户外双人沙发转角组合， 
或带一张扶手椅和一张咖啡桌的双人沙发（长度不超过170cm，宽度 
不超过100cm，高度不超过87cm）。

黑色 904.279.27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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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THOLMEN 于托尔门 模块沙发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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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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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适合你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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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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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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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沙发组合件

+
+

++
=

组合价格 ￥2,857 （293.851.39）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512 （993.851.5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双人沙发，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三人沙发带脚凳，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三人转角沙发，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组合价格 ￥1,594 （893.851.60）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宽146×深73×高83cm。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569 （393.851.72）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和靠垫，米色。 
尺寸：深73×高83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2,362 （693.851.75）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深73×高71cm。宽：左211cm，右138cm。 
座面高39cm。

组合价格 ￥1,456 （293.851.63）
搭配KUDDARNA 库达那 坐垫，米色。
尺寸：宽146×深73×高71cm。座面高39cm。

JUTHOLMEN 于托尔门 有了JUTHOLMEN 于托尔门，你就能用模块沙发和休闲椅来打造一个灵活的户外空间。采用无须维
护的塑料藤制成，让你享受轻松自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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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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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302.098.66 ￥499

扶手椅和沙发

BRUSEN 布鲁森 三人沙发 
宽146×深64×高75cm。座面：宽120×深52× 
高42cm。涂粉末漆钢。可搭配FRÖSÖN 福勒森/
DUVHOLMEN 杜夫侯姆、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椅垫（50x50cm）。
灰色 504.363.54 ￥2,499

HÖGSTEN 赫斯顿 双人沙发，户外。

白色 305.125.94 ￥1,299

LÄCKÖ 拉科 双人沙发，户外。

灰色 305.227.34 ￥799

JOLPEN 友朋 双人沙发，户外，100x59x67cm。

白色/灰色 205.227.39 ￥699

RISHOLMEN 里斯霍 靠背椅，户外/室内。

白色 705.037.95 ￥1,399

NÄMMARÖ 耐玛瑞 休闲椅，户外。

浅褐色着色 805.111.96 ￥399

NÄMMARÖ 耐玛瑞 靠背长凳，户外。

浅褐色着色 505.103.39 ￥699

户外扶手椅，
沙发和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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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休闲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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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DHOLMEN 邦德荷蒙 双人沙发 
宽139×深81×高73cm。实心桉木。座面：宽124×深62× 
高30cm。可搭配JÄRPÖN 雅普/DUVHOLMEN  
杜夫侯姆、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KUDDARNA 库达那 或HÅLLÖ 哈露 坐垫和靠垫。
灰色着色 504.206.64 ￥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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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休闲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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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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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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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黑色/褐色 403.736.20 ￥699
煤黑色/深灰色 804.245.90 ￥699

 

咖啡桌和边桌

KROKHOLMEN 克洛克霍蒙 边桌。
直径50cm，高60cm。涂粉末漆钢/镀锌钢和
塑料。
米色 004.554.01 ￥249
灰色 404.554.04 ￥249

KROKHOLMEN 克洛克霍蒙 茶几。 
直径73cm，高44cm。涂粉末漆钢/镀锌钢和
塑料。
米色 503.927.41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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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GSHATT 康舒特 托盘桌 室内/户外。 
镀锌钢，涂粉末漆钢。

深灰色/灰色 504.626.92 ￥149

 

SEGERÖN 希格瑞恩 茶几，户外，73x73cm。

白色/米色 905.111.72 ￥699

 

NÄMMARÖ 耐玛瑞 模块沙发座椅组件，户外。

浅褐色着色 005.103.51 ￥299

 

LÅGASKÄR 罗嘉谢尔 茶几，户外。直径74cm，
高42cm。

米色 705.437.63 ￥499

 

ÖRSKÄR 奥尔斯卡 套桌，2件套，室内/户外。 
宽49x长50cm，高49cm。宽43x长70cm， 
高40cm。实心相思木和丙烯酸着色。
深灰色 805.362.53 ￥549

 

FÅLSKÄR 弗尔谢尔 茶几宽52x深44cm， 
高44cm。涂粉末漆钢和塑料。

褐色 205.362.51 ￥599

 

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LÅGASKÄR 罗嘉谢尔 
茶几。户外。直径74cm，高42cm。 
米色。705.437.63

￥4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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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椅 

户外休闲和放松 户外休闲和放松

SKARPÖ 思卡伯 休闲椅 
座面：宽53×深49×高37cm。塑料。

白色 502.341.86 ￥399
橙色 005.404.52 ￥399
深蓝色 405.404.50 ￥399

沙滩椅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通过你的独特方式放松休息
在树荫下冥想，或在泳池边喝上一杯冰饮，享受日光浴——你可以纵享独处的放松时光。因此
宜家为你提供众多惬意选择，比如沙滩躺椅、沙滩椅、休闲椅和懒人沙发，帮助你放松休息。
想要更加悠游自在的独处时光？我们甚至还提供吊床。有了吊床支架，无需海滨棕榈树，你也
可以轻松支起吊床。不论你选择何种放松方式，别忘了戴顶草帽。是的，草帽我们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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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沙滩躺椅罩 109x85cm，高90cm。适用于长度不
超过109cm，宽度不超过85cm且高度不超过90cm的
沙滩椅。

黑色 804.279.23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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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憩一段时光
我们厚厚的软垫帮助你舒服地小憩，或是获得惬意的用餐体验。多种颜色选择，为你的户外座
椅增添了一份别致格调。许多靠垫都采用特殊的染色方式，不会褪色，而且还具备防水特性，
阵雨来了也不必担心，雨后将水滴抖落即可。许多靠垫都可以双面使用，因此使用寿命更长。
绑带和/或带子可以将椅垫和垫芯牢牢固定在椅子上。许多靠垫的垫套都可拆卸并机洗，即使 
沾到融化的冰淇淋，也可以轻松清洗干净。

户外 
舒适靠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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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ÖSÖN 福勒森 沙滩躺椅垫套 190×60cm。需搭配
190×60cm的DUVHOLMEN 杜夫侯姆 沙滩躺椅垫芯。

米色 905.098.81 ￥199
深灰色 005.098.90 ￥19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沙滩躺椅垫芯（190x60cm）。 
厚5cm。

灰色 705.099.2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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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小雨天气，你还可以轻松将雨水抖掉，因为JÄRPÖN 雅普 和FRÖSÖN 
福勒森 两个系列均采用了防水处理，且未添加全氟化物。垫套脏了后机洗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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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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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FRÖSÖN 福勒森 坐垫/靠垫垫套 116×45cm。搭配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座垫/靠垫垫芯。

米色 803.917.21 ￥99
深灰色 003.917.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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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色 503.917.27 ￥39.99
深灰色 203.917.24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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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色 703.917.26 ￥49.99
深灰色 903.917.25 ￥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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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色 704.129.36 ￥49
深灰色 304.129.38 ￥4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心 直径35cm。厚4cm。

灰色 003.918.62 ￥3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芯 44×44cm。厚5cm。

灰色 503.918.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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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003.918.57 ￥10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芯 50×50cm。厚5cm。

灰色 504.178.9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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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色 403.917.23 ￥79
深灰色 603.917.22 ￥79

FRÖSÖN 福勒森 靠垫垫套 62×44cm。搭配62×44cm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垫芯。

米色 103.917.29 ￥59
深灰色 303.917.28 ￥5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垫芯 62×44cm。 
厚14cm。

灰色 903.918.3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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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芯 62×62cm。 
厚12cm。

灰色 303.918.51 ￥150

FRÖSÖN 福勒森/DUVHOLMEN 杜夫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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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黑色 804.453.14 ￥99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芯 50×50cm。厚5cm。

灰色 504.178.93 ￥7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坐垫垫芯 62×62cm。厚12cm。

灰色 303.918.51 ￥15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垫芯 62×44cm。厚14cm。

灰色 903.918.3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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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黑色 804.453.28 ￥149

JÄRPÖN 雅普 靠垫垫套 62×44cm。搭配62×44cm的
DUVHOLMEN 杜夫侯姆 靠垫垫芯。

煤黑色 304.452.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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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黑色 204.834.7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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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黑色 004.834.75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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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 003.918.57 ￥100

DUVHOLMEN 杜夫侯姆 椅垫垫芯 44×44cm。厚5cm。

灰色 503.918.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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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座垫/靠垫和靠垫可为户外座椅增添传统气息，
配有系带，可固定在位。该系列靠垫两面可用，因此可使用更长的时间。 
所用防褪色布料以更可持续的工艺染色，即使经受日晒也能持久保持色彩。 
 

这种原液染色工艺减少了水和染料的消耗，与传统染色工艺相比，色牢度更
高。坐垫配有可拆卸机洗的垫套；底面的防滑垫有助坐垫保持固定不移位。

布料：100%聚酯纤维。填充物：聚氨酯海绵。手洗。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36×32cm。厚6cm。

米色 004.110.68 ￥29.99
灰色 904.110.83 ￥29.99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44×44cm。厚7cm。

米色 804.110.88 ￥49.99
灰色 304.111.04 ￥49.99

KUDDARNA 库达那 椅垫 50×50cm。厚7cm。

米色 704.179.10 ￥69.99
灰色 604.179.20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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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DDARNA 库达那 靠垫 62×44cm。厚度：6cm。

米色 204.110.48 ￥69.99
灰色 104.110.63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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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DDARNA 库达那 沙滩躺椅垫 190×60cm。厚7cm。

米色 304.808.33 ￥249
灰色 104.808.34 ￥249

KUDDARNA 库达那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 129×44cm，高79cm。

黑色 904.114.41 ￥399

BRÄMÖN 布兰莫 椅垫，室内/户外。34x34cm，
厚1cm。

灰色-米色 404.846.61 ￥9.99

KLÖSAN 克略桑 椅垫， 直径35cm。 
厚度：7cm。

蓝色 605.099.48 ￥39.99

KLÖSAN 克略桑 椅垫，44×44cm，厚度：7cm。

蓝色 505.099.39 ￥69.99

BRÄMÖN 布兰莫 KLÖSAN 克略桑

防护储物袋和储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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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料：100%聚酯纤维。填充物：聚氨酯海绵。
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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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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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靠垫不使用时，为免受日晒、污垢、灰尘
和花粉侵害，建议将靠垫存放在储物袋或储物
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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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升温
蔬菜。鱼。菠萝。今天准备了什么招牌菜式？不妨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烧烤炉，来一次户外烹
饪。烧烤炉、手推车和储放油和香草的厨房岛台都近在手边，碗盘也已准备就绪，可以直接将
食物从烧烤炉端上餐桌。全新GRILLSKÄR 格礼怀 系列可以帮助你打造一个完整的户外厨房， 
饭后洗碗也不在话下，能媲美你的室内厨房。烧烤炉带许多设计巧妙的功能，比如内置温度计、
优质不锈钢烹饪炉架、拉出式烟灰盘和隔热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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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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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碳烤炉，享受传统风味 4. 不锈钢隔热手柄。 

5. 烟灰盘可以轻松拉出，方便在烧烤结束后倾倒烟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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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烧烤炉盖子内置温度计，在烧烤的过程中无需打开盖
子，即可检查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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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烹饪炉排采用高级不锈钢制成。 

1 3

2

6

2

5

4

产品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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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烹饪户外烹饪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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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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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LLSKÄR 格礼怀 户外厨房

GRILLSKÄR 格礼怀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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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889.12 ￥1,9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碳烤炉，户
外，黑色/不锈钢，户外。长258× 
宽61×高114cm。

294.962.98 ￥5,725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碳烤炉，户
外，黑色/不锈钢。长344×宽61× 
高114cm。

594.968.81 ￥6,724

GRILLSKÄR 格礼怀 碳烤炉带双边桌， 
户外，不锈钢。长99/123/147x宽61x 
高114cm。

295.046.51 ￥2,5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岛台带碳烤炉， 
黑色/不锈钢，户外。长172x宽61x 
高114cm。

494.003.89 ￥2,298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水槽/碳烤炉，户
外，黑色/不锈钢，户外。长258x 
宽147x高114cm。

794.964.46 ￥5,724

GRILLSKÄR 格礼怀 碳烤炉带边桌， 
不锈钢，户外。长93/116×宽61×高114cm。

195.046.23 ￥2,299

可折叠边桌，宽30x长61cm。可与
GRILLSKÄR 格礼怀 烧烤炉和厨房岛台
(61x86)相连，如果厨房岛台与其他单
元相连以保持稳固支撑，厨房岛台为
61x39cm。

805.231.80 ￥300

GRILLSKÄR 格礼怀 水槽，黑色/ 
不锈钢，户外。宽61×长86×高92cm。
可搭配FYNDIG 芬蒂格 水槽(46x40)和
KALLSJÖN 卡尔松 柱式水龙头使用。 
如果你想在户外使用自来水，只需将 
水槽连接到花园水管上。

404.889.18 ￥1,299

GRILLSKÄR 格礼怀 厨房岛台搁架单元， 
黑色/不锈钢，户外。宽61×长86× 
高92cm。厨房岛台为你提供额外的储物
空间和一个实用的操作台面，你可以在这
里准备烧烤的食材。搁架空间充裕，可收
纳盘子、玻璃杯、厨具、油和其他烧烤用
品。可移动的搁架由钢制成，经久耐用，
涂粉末表面易于擦拭干燥。

 804.889.1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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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889.14 ￥499

GRILLSKÄR 格礼怀 现成组合

户外烹饪厨具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烧烤工具3件套，
不锈钢。

705.419.24 ￥6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烧烤刷，硅胶。

704.445.55 ￥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烧烤工具， 
2件套，不锈钢。

405.419.30 ￥3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上菜蓝，不锈钢。

505.422.55 ￥24.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烧烤签，30cm，
不锈钢，6件装。

905.419.18 ￥17.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上餐托盘， 
30x20cm，不锈钢。

805.418.53 ￥2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蘸酱碗，4件套，
不锈钢。

805.422.49 ￥24.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上菜碗，13cm，
不锈钢。

805.422.54 ￥12.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围裙， 
69x92cm，蓝色/褐色。

405.421.85 ￥5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挤压瓶，330ml，
塑料/透明，2件装。

404.446.08 ￥1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烧烤托盘， 
30x20cm，不锈钢。

805.418.53 ￥29.99

GRILLTIDER 格里绨德 隔热手套， 
蓝色/褐色。

805.421.88 ￥24.99

GRILLSKÄR 格礼怀 现成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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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家所有阳伞和凉亭均采用防紫外线的聚酯布料。下面是我们不同的防晒指数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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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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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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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荫凉与私密
享受户外生活的同时，也意味着置身于大自然的所有利弊之中，更免不了邻居好奇的目光或其
他城市生活的影响。凉棚和阳伞可以为你遮挡阳光与风雨，抵挡紫外线的侵害。宜家部分阳伞
采用防水设计，下小雨或阵雨时也不用担心。你还可以在HIMMELSÖ 希梅瑟 凉棚碰上添加一
个蚊帐或窗帘，营造额外的温馨氛围。而屏风则能为你遮挡好奇的视线，更安心自在。

凉棚、阳伞 
和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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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伞底座

HUVÖN 户维恩 阳伞底座。长56×宽56cm。 
重量：40公斤。混凝土。适用于以下阳伞：HÖGÖN  
霍格约、LJUSTERÖ 丽特罗和JOGGESÖ 乔格索。
灰色 104.571.07 ￥500

BRAMSÖN 勃拉姆森 阳伞底座。长40×宽29cm。重
量：15公斤。最大立杆直径38mm。最小立杆直径
25mm。混凝土和塑料。适用于LILLEÖ 里略 阳伞。
黑色  602.657.85 ￥250

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长99×宽99×高11cm。 
聚丙烯塑料。适用于十字底座的悬挂阳伞。阳伞底座必须
填满沙子。大约需要64升沙子（约90公斤）。
深灰色 502.853.31 ￥500

GRYTÖ 格莱特 阳伞底座。直径60cm。聚丙烯塑料。 
适用于以下阳伞：TVETÖ 特威铁、SAMSÖ 桑索、 
HÖGÖN 霍格约、LJUSTERÖ 丽特罗。最小立杆直径
30mm，最大立杆直径50mm。阳伞底座必须填满沙子。
大约需要25升沙子（约35公斤）。
深灰色 703.146.91 ￥400

JOGGESÖ 乔格索 倾斜式阳伞，直径300cm，
高240cm，立杆直径38mm。涂粉末漆铝、 
钢和100%聚酯。布重：250克/平方米。 
布料：UPF 25+。阳伞篷可拆下机洗。 
适用于HUVÖN 户维恩 阳伞底座。
浅灰色-米色 505.216.96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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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LEÖ 里略 倾斜式阳伞，150×100cm，立杆直径
32mm。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其中至少90%为再生
材料），布重：165克/平方米。布料：UPF 25+。适用
于BRAMSÖN 勃拉姆森 阳伞底座。采用半月形顶篷设计
并借助连接配件提供稳固支撑，非常适合放在阳台或狭
小区域使用。
灰色 705.046.34 ￥179

TVETÖ 特威铁 阳伞，180×145cm，倾斜式，立杆直径
32mm。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其中至少90%为再生
材料）。布重：95克/平方米。布料：UPF 25+。适用于
HUVÖN 户维恩 阳伞底座。
灰色-米色/白色 004.806.22 ￥129

站立式阳伞

BAGGÖN 巴根 悬挂式阳伞。直径250，高250cm。涂粉
末漆钢和100%聚酯。布重：150克/平方米。布料：UPF 
15+。必须搭配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或4个混凝土
板，最小尺寸为30x30cm，最小总重为50公斤）。
白色 702.602.83 ￥499

SVALÖN 斯瓦伦 阳伞，悬挂式，300x200cm，
悬挂式，240x300cm。涂粉末漆钢和100%聚
酯。布重：15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 
必须搭配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或4个 
混凝土板，最小尺寸为50x50cm，最小总重为 
90公斤）。阳伞篷可拆下机洗。
浅灰色-米色 405.259.06 ￥1,299

HÖGÖN 霍格约 悬挂式阳伞，直径270， 
高239cm。涂粉末漆钢和100%聚酯。布重： 
170克/平方米。布料：UPF 25+。必须搭配
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或4个混凝土板，
最小尺寸为50x50cm，最小总重为90公斤）。 
阳伞篷可拆下机洗。
白色 804.453.52 ￥599

悬挂式阳伞

适用于悬挂式阳伞的阳伞篷

SEGLARÖ 西格拉 凉篷，330x240cm。如果SEGLARÖ  
西格拉 的购买日期在2018年之后，你可将其用作
SEGLARÖ 西格拉 悬挂式阳伞的替换凉篷。
米色 505.002.03 ￥499

SVALÖN 斯瓦伦 阳伞篷，300x200cm。可用作SVALÖN 
斯瓦伦 悬挂阳伞的替换凉篷。
浅灰色-米色 905.320.18 ￥299

LINDÖJA 林德亚 阳伞篷，300cm。可用作JOGGESÖ  
乔格索 阳伞和HISSÖ 希斯索 悬挂式阳伞的替换凉篷， 
也可搭配宜家此前出售的KUGGÖ 库格约/LINDÖJA  
林德亚、BETSÖ 贝索/LINDÖJA 林德亚 和OXNÖ  
奥克诺/LINDÖJA 林德亚 悬挂式阳伞。
煤黑色 705.320.24 ￥249
浅灰色-米色 405.320.25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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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LARÖ 西格拉 阳伞，悬挂式，倾斜式。
长330×宽240×高260cm。涂粉末漆铝、钢和
100%聚酯。布重：200克/平方米。布料：UPF 
50+。阳伞可以360度旋转，可轻松转动以遮挡 
不同区域。必须搭配SVARTÖ 斯瓦尔多 阳伞底座
（或4个混凝土板，最小尺寸为50x50cm，最小
总重为90公斤）。阳伞篷可拆下机洗。
米色 103.878.69 ￥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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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棚、阳伞和屏风

你可以参阅下方概览图表，选择阳伞底座和阳伞搭配组合。

组合方式

凉棚、阳伞和屏风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GUNNÖN 古农 凉棚。238x233cm。

深灰色/灰色 904.806.27 ￥799

HIMMELSÖ 希梅瑟 凉棚挂帘。适用于
HIMMELSÖ 希梅瑟 和FÅGELÖN  
法格隆 凉棚。
灰色-米色 304.789.86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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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GÖN 伦约恩 屏风， 
高140×宽80×深40cm， 
室内/户外。镀锌钢。
米白色 405.155.11 ￥649

NÄMMARÖ 耐玛瑞 屏风，高140×宽80×
深50cm，室内/户外。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005.327.39 ￥599

YTTERSKÄR 伊特斯卡 屏风，户外。 
185x150cm。
灰色 905.094.85 ￥349

GUNNÖN 古农 凉亭篷，238x233cm，
灰色。如GUNNÖN 古农 凉棚的原始凉
篷有磨损但钢制框架仍可用，可使用备
用凉蓬。
灰色 305.320.35 ￥200

HIMMELSÖ 希梅瑟 凉棚。300x300cm。

深灰色/灰色-米色 504.806.29 ￥1,799

凉棚

凉篷和屏风

阳伞 阳伞底座

HUVÖN  
户维恩 
56cm

GRYTÖ 格莱特 
60cm

BRAMSÖN  
勃拉姆森
40×29cm

SVARTÖ  
斯瓦尔多
99×99cm

LILLEÖ 里略 
阳伞 
150×100cm

TVETÖ 特威铁 
阳伞
180×145cm

SAMSÖ 桑索 
阳伞
直径200cm

HÖGÖN 霍格约 
阳伞
直径270cm

JOGGESÖ 乔格索  
阳伞， 
直径300cm

LJUSTERÖ 丽特罗
阳伞 
直径400cm 

BAGGÖN 巴根 
悬挂式阳伞
直径250cm

HÖGÖN 霍格约 
悬挂式阳伞 
（X型底座） 
直径270cm

SEGLARÖ 西格拉 
悬挂式阳伞（X型底座） 
330x240cm

HISSÖ 希斯索 
悬挂式阳伞
直径300cm

SVALÖN 斯瓦伦 
悬挂式阳伞，
300×240cm

HIMMELSÖ 希梅瑟 露台帐适用于
HIMMELSÖ 希梅瑟 和FÅGELÖN  
法格隆 凉棚。
灰色-米色 004.789.83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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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杂乱一扫而空
腾出更多的空间来享受户外活动。要装下从靠垫、盘子到玩具和运动器材等物品，除了搁架单
元、储物柜、储物式长凳和手推车等大件外，挂钩和储物箱等小配件也能发挥大妙用。开放式
搁架单元易于取用，而封闭式橱柜、储物式长凳（可以兼作座椅）和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
袋和储物箱则可以保护物品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储物柜不能存储好天气，但它可以帮助你腾
出更多时间享受乐趣。

户外储物 
与收纳



KOLBJÖRN 科比约恩
储物箱，室内/户外， 
80x81cm，褐色-红色。
705.207.47 

￥699/件

8988

户外储物与收纳户外储物与收纳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HYLLIS 希利斯 搁架单元，室内/户外。
宽40×深27×高183cm。
镀锌钢 404.885.03 ￥149

LÄCKÖ 拉科 搁架单元，户外。宽61× 
深32×高160cm。涂粉末漆钢。
灰色 201.742.16 ￥399

KOLBJÖRN 科比约恩 搁架单元， 室内/
户外。宽80×深35×高81cm。涂粉末漆
镀锌钢。
米色 904.092.97 ￥499
红色 405.207.44 ￥699

RUNMARÖ 拉姆洛 带门 
储物柜，室内/户外。宽80× 
深44×高100cm。聚丙烯塑料。
深灰色 405.513.11 ￥699

RUNMARÖ 拉姆洛 带门 
储物柜，室内/户外。宽80× 
深44×高182cm。聚丙烯塑料。
深灰色 605.513.10 ￥999

RUNMARÖ 拉姆洛 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宽120×深40×高
188cm。聚丙烯塑料。
深灰色 905.513.18 ￥799

RUNMARÖ 拉姆洛 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宽60×深30× 
高133cm。聚丙烯塑料。
深灰色 505.513.15 ￥199

RUNMARÖ 拉姆洛 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宽90×高40× 
深182cm。聚丙烯塑料。

805.513.14 ￥599

KOLBJÖRN 科比约恩 储物柜，室内/ 
户外。宽90×深35×高161cm。涂粉末漆镀
锌钢。
米色 003.456.34 ￥1,399

KOLBJÖRN 科比约恩 储物柜，室内/
户外。宽80×深35×高81cm。涂粉末漆
镀锌钢。
米色 504.092.99 ￥699
红色 705.207.47 ￥699

HYLLIS 希利斯 搁架单元，室内/户外。
宽60×深27×高140cm。
镀锌钢 802.785.79 ￥17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户外。
宽60×深27×高140cm。镀锌钢，透明
聚乙烯。
透明 792.917.46 ￥209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户外。 
宽60×深27×高74cm。镀锌钢，透明 
聚乙烯。
透明 492.859.40 ￥14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宽129x 
深44x高79cm。
黑色 904.114.41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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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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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照明

台灯和落地灯

户外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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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串和装饰品

吊灯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电池供电，户外。
米色 605.448.19 ￥14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吊灯， 
38cm，户外。
红色 505.445.94 ￥27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吊灯， 
电池供电，户外。
白色 105.446.09 ￥49.99
蓝色 605.446.16 ￥4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电池供电，户外。
白色圆点 605.446.02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落地灯， 
42cm，电池供电，户外。
米色条纹 305.439.63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15cm，电池供电，户外。
透明罐 905.439.79 ￥4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25cm，房屋形，户外，电池供电。
红色 605.439.71 ￥17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装饰台灯，
户外，电池供电。
白色 705.437.96 ￥24.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17cm，电池供电，户外。
米色条纹 305.439.63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17cm，灯笼形，户外，电池供电。
浅蓝色，17cm 905.439.55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28cm，提灯，户外/电池供电。
米色 605.439.47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迷你电池供电，户外。
黄色 905.448.27 ￥2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台灯， 
电池供电，户外。
白色 蓝色 905.447.90 ￥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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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27.33 ￥2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落地灯，
户外。
米色 305.448.06 ￥299

ÄDELLÖVSKOG 艾黛斯古 LED阔形烛，
高16cm，室内/户外。
白色 505.204.61 ￥29.99

ÄDELLÖVSKOG 艾黛斯古 LED阔形烛，
室内/户外，3件套。

405.204.66 ￥69.99

LEDLJUS 列德里斯 LED灯串， 
24个灯泡。线长：7.5m。
黑色 503.574.41 ￥99.99

BORRBY 鲍比 柱形烛灯，室内/户外。 
钢和玻璃。长15×宽15，高28cm。
黑色 501.561.12 ￥39.99
白色 102.701.43 ￥39.99
米色 305.425.34 ￥39.99

ENRUM 恩鲁姆 烛台灯，室内/户外， 
22cm。
黑色 204.451.14 ￥29.99
白色 705.263.58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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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0个灯泡，户外，电池供电。
红色，复古 705.439.99 ￥9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24个灯泡，户外，电池供电，装饰品。
多色 505.440.23 ￥14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2个灯泡，电池供电，户外。
黄色圆点 505.446.26 ￥7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2个灯泡，户外。
多色 005.443.32 ￥1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24个灯泡，装饰品，电池供电，户外。
蓝色/黄色 905.446.34 ￥14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2个灯泡，户外，电池供电。
白色 905.438.04 ￥69.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2个灯泡，电池供电，户外，灯笼形。
灯笼形，多色 805.440.07 ￥129

SVARTRÅ 斯瓦图 LED灯串，12个灯泡。
线长：8.4m。
黑色 905.245.51 ￥199

SOMMARLÅNKE 索马灵 LED灯串， 
12个灯泡，电池供电，户外。
白色 105.440.15 ￥129

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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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动手种植
借助绿植打造专属静谧空间，感受满目绿意和勃勃生机，营造一方私人绿洲。从一扇小窗户到
一个大后院，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植植物。我们提供众多花盆供你挑选，室内和户外用途统统兼
顾。园艺工具和洒水瓶等必需品可以帮助你打理花园——温室、植物架、棚架等则可以帮助最
大化利用种植面积。如果你不想花费太多精力就能拥有满目绿意，我们也有逼真的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和鲜花，经久不衰，恒久美丽。准备好自己动手种植？记住，种植的过程需要耐心。

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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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园艺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盆栽植物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TOMAT 多玛 洒水瓶 350毫升。塑料。

白色 903.879.88 ￥7.99
浅绿色 205.360.10 ￥7.99

VITLÖK 威特洛克 花盆，室内/户外，米白色。

24cm 705.3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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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OGSVINBÄR 斯古文拜 花盆，室内/户外，灰色。

9cm 205.084.46 ￥19.99
12cm 205.084.51 ￥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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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BÄR 步伦拜 花盆带盆托，户外，陶制。提供 
其他尺寸。
12cm 505.108.29 ￥14.99
15cm 905.108.27 ￥19.99

FÖRENLIG 福恋里 花盆，室内/户外，白色。聚丙烯塑料。

9cm 604.548.18 ￥14.99
12cm 804.548.17 ￥19.99
24cm 004.548.16 ￥79.99

CHIAFRÖN 奇亚弗 花盆，室内/户外。

 9cm，白色 104.419.08 ￥29.99
12cm，白色 504.757.79 ￥39.99

NYPON 尼邦 花盆，室内/户外，灰色。聚乙烯塑料 
（至少70%为再生材料）。提供其他尺寸。
15cm 803.956.20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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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工具

户外花盆

植物
商场和线上植物展区中推出了各
种室内和户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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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园艺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盆栽植物展区、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宽60×深27×高140cm。 
镀锌钢，透明聚乙烯。
透明 792.917.46 ￥209

ASKHOLMEN 阿霍蒙 花盆，长62× 
宽39×高38cm。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502.586.72 ￥249

VITLÖK 威特洛克 花盆带盆托，56x20cm，
室内/户外。
米白色 305.359.58 ￥99.99

ROSENKÅL 若森考 花盆带盆托， 
48x18cm，户外，深灰色/黑色。
白色 805.355.88 ￥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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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LLIS 希利斯 附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宽60×深27×高74cm。 
镀锌钢，透明聚乙烯。
透明 492.859.40 ￥149

ASKHOLMEN 阿霍蒙 植物架，宽45× 
深29×高116cm。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302.586.68 ￥199

ASKHOLMEN 阿霍蒙 棚架，宽72×深3×
高190cm。着色实心相思木。

浅褐色着色 902.586.70 ￥1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带花盆， 
6cm，3件装，室内/户外。
多肉芦荟属 205.197.65 ￥2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2cm， 
室内/户外。
干挂无花果 

903.953.04 ￥4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9cm， 
室内/户外。
一串悬挂的香蕉 105.084.04 ￥7.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2cm， 
室内/户外。
粉红色毛茛属植物 903.953.18 ￥3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2cm， 
室内/户外。
散尾葵 805.084.10 ￥7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5cm， 
室内/户外。
桉树 204.523.69 ￥99.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19cm， 
室内/户外。
龟背竹 403.952.93 ￥199

FEJKA 菲卡 人造盆栽植物，9cm，室内/
户外悬挂式。
桉树 904.668.10 ￥19.99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壁挂式，室内/
户外。
绿色/淡紫色 705.465.73 ￥19.99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26×26cm， 
壁挂式，室内/户外。
绿色 305.465.70 ￥19.99

FLODBJÖRK 弗洛比约 花盆， 
54x21cm，室内/户外。
浅灰色-褐色 605.379.65 ￥179

CHILIPEPPAR 西里派帕 花盆，32cm，
室内/户外。
米色 305.356.37 ￥249

FLODBJÖRK 弗洛比约 花盆，室内/ 
户外，浅灰色-褐色。

直径24cm 805.379.69 ￥149

户外温室、植物架、棚架 季节性花盆和盆托

户外人造植物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带壁架，室内/ 
户外，3件装。
绿色/淡紫色 105.486.26 ￥34.99

FEJKA 菲卡 人造植物带壁架，室内/ 
户外，3件装。
绿色 505.486.29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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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你的个性风格
添置合适的柔软靠垫，秀出你的个性。无论你喜欢淡淡的色调、充满视觉冲击的流行色彩或醒
目的印花图案，都可以在宜家丰富多样的户外装饰靠垫中尽情挑选。专为户外设计的靠垫大多
采用。不使用靠垫时，建议保持靠垫洁净，并使用TOSTERÖ 托斯特洛 或VRENEN 乌列恩 户外
储物箱收纳。

装饰靠垫 
和休闲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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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靠垫和休闲毯装饰靠垫和休闲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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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FTÖ 托夫特 垫套。 50×50cm 垫套：100%聚
丙烯（至少40%回收材料）。衬里：100%聚酯纤
维（至少90%回收材料）。钩针编织套由技艺精
湛的工匠手工制作，每个编织套都独一无二。可
机洗。适合50×50cm的垫心。户外使用时，应搭
配使用50×50cm的INNER 英内尔 垫心。
亮绿色 605.208.23 ￥79.99

GULLBERGSÖ 古倍瑟 垫套，100%聚酯纤维 
（至少90%回收材料）。可机洗。适合50×50cm
的垫心。户外使用时，应搭配使用50×50cm的
INNER 英内尔 垫心。

绿色/白色 305.207.49 ￥39.99
多色 305.207.54 ￥39.99

如何组合搭配靠垫 

HUMLEMOTT 霍姆烈莫 休闲毯， 130×170cm。 
材质：100%聚酯纤维（100%再生材料）。
灰白色 505.495.44 ￥149
蓝灰色 605.495.48 ￥149

HORNMAL 霍恩玛 休闲毯，130×170cm。 
材质：100%聚酯纤维（至少90%再生材料）。
浅粉红色 305.307.86 ￥99.99
灰白色 005.290.96 ￥99.99

HOLMVI 霍姆维 休闲毯，120×160cm。材质：100%聚酯
纤维（至少90%再生材料）。
浅灰-绿色 805.136.14 ￥49.99
灰色 105.135.99 ￥49.99

INNER 英内尔 垫心 白色。聚丙烯/聚酯。可机洗。

50×50cm 305.507.03 ￥20

这些靠垫的布料阳光暴晒后颜色依旧能保持鲜亮，所以很适
合户外使用。它们可以让阳台或露台更加舒适，更有个性，

更加缤纷多彩! 当然，你也可以将靠垫放在室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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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下使用完后，记得把它们带回室内。

室内/户外靠垫 休闲毯

室内靠垫

想让你的户外沙发和室内沙发一样舒适又时尚？只需要组合
搭配几个靠垫就可以做到！使用我们的靠垫，按照下面的简

单三步来做就可以了。这些靠垫采用匹配设计，组合搭配
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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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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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添加一种或两种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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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BATILDA 艾芭达 垫套，50×50cm。100%棉。适合
50x50cm的垫心。
灰绿色 804.930.17 ￥29.99

IDALINNEA 伊达涅 垫套，50×50cm。100%棉。适合
50x50cm的垫心。
浅粉红色 705.269.90 ￥29.99

PLOMMONROS 普鲁姆洛 垫套，30×58cm。 
布料：100%棉。填充物：100%混合纤维。
深蓝色/白色 905.069.53 ￥29.99
深灰色/灰色 605.022.49 ￥29.99

KORALLBUSKE 库拉布克 垫套，50×50cm。70%棉（至少
50%回收材料），30%黄麻。适合50x50cm的垫心。
炭灰色和米色相间/条纹图案 205.566.30 ￥39.99
米色和白色相间/条纹图案 005.558.58 ￥39.99

SANDMOTT 桑德莫特 靠垫，30×58cm。 
布料：100%棉。填充物：100%混合纤维。
多色 005.497.54 ￥39.99
多色/叶子图案 905.497.97 ￥39.99

EBBATILDA 艾芭达 垫套，50×50cm。100%棉。适合
50x50cm的垫心。
灰绿色 804.930.17 ￥29.99
浅灰-绿色 505.268.92 ￥29.99

SVARTPOPPEL 斯瓦伯佩 垫套，50×50cm。100%聚酯纤
维（至少90%回收材料）。适合50x50cm的垫心。
灰白色 305.430.05 ￥39.99

SVARTPOPPEL 斯瓦伯佩 垫套，65×65cm。100%聚酯纤
维（至少90%回收材料）。适合65×65cm的垫心。
黄绿色 605.430.23 ￥59.99

此家具易于护理。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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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户外空间
如果你在室内铺过地毯或重铺地板，你就会了解它发挥的作用。户外地板也是如此。轻松改
造新阳台，划出一个用餐区，或铺上户外地毯或地板饰面，阻隔炎热的地面，双脚踏在上面
更舒适。丰富多样的地毯提供了不同尺寸、抢眼图案和中性色调设计，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风
格。UTLÄNGAN 乌特兰、RUNNEN 鲁恩、MÄLLSTEN 梅斯田和ALTAPPEN 奥塔彭 地板饰面
易于安装，轻松扣合各部件即可。你甚至可以将MÄLLSTEN 梅斯田 和RUNNEN 鲁恩 系列组合
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外观。出色混搭不同颜色和材质的RUNNEN 鲁恩 和MÄLLSTEN 梅斯田 
地板饰面，探索无尽可能。

户外地板 
和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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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地板和地毯 户外地板和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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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计算所需的地板饰面件数：

宜家地板饰面适合坚硬平整的表面，如混凝土、石头和木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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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要从总面积中减去的任何面积，例如柱子或拐角。 

示例： 
转角宽0.5m×长1m=0.5m² 
15m²-0.5m²=14.5m² 

将总面积除以方形地板饰面面积0.81后取整（以确保地板饰
面数量足够） 

示例： 
14.5m²÷0.81=17.90， 
四舍五入即为18包。

户外地板

面积 
 

包装 
数量

总价
RUNNEN 鲁恩  
褐色

总价
RUNNEN 鲁恩 
灰色或深灰色

总价  
RUNNEN 鲁恩 
 人造草坪

总价 
 ALTAPPEN  
奥塔彭 
浅灰色或 
浅蓝色

面积 
 

包装 
数量

总价
UTLÄNGAN  
乌特兰
褐色或
灰色着色

2m2 3包 ￥447 ￥447 ￥1197 ￥297 2m2 3包 ￥747

5m2 7包 ￥1043 ￥1043 ￥2793 ￥693 5m2 6包 ￥1494

7m2 9包 ￥1341 ￥1341 ￥3591 ￥891 7m2 8包 ￥1992

10m2 13包 ￥1937 ￥1937 ￥5187 ￥1287 10m2 12包 ￥2988

12m2 15包 ￥2235 ￥2235 ￥5985 ￥1485 12m2 14包 ￥3486

18m2 23包 ￥3427 ￥3427 ￥9177 ￥2277 18m2 20包 ￥4980

20m2 25包 ￥3725 ￥3725 ￥9975 ￥2475 20m2 23包 ￥5727

25m2 31包 ￥4619 ￥4619 ￥12369 ￥3069 25m2 28包 ￥6972

30m2 37包 ￥5513 ￥5513 ￥14763 ￥3663 30m2 34包 ￥8466

下面是现成的计算结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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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此二维码，访问 
户外地板计算工具。

易于铺设，易于拆卸，助你获得时尚舒适的庭院和阳台的户
外地板系列。宜家地板饰面可助你轻松升级任何庭院空间，

打造适合休闲和用餐的区域。宜家多种不同地板饰面可组合
使用，大可尽情混搭！

+

+

+

+

+ +

+

打造个性化的户外地板

RUNNEN 鲁恩 RUNNEN 鲁恩 RUNNEN 鲁恩 RUNNEN 鲁恩 RUNNEN 鲁恩 

UTLÄNGAN 乌特兰 UTLÄNGAN 乌特兰 RUNNEN 鲁恩 封边条 RUNNEN 鲁恩 转角件

ALTAPPEN 奥塔彭 RUNNEN 鲁恩 RUNNEN 鲁恩 封边条、 
RUNNEN 鲁恩 转角件

UTLÄNGAN 乌特兰

可组合： ALTAPPEN 奥塔彭
RUNNEN 鲁恩、 

MÄLLSTEN 梅斯田、 
UTLÄNGAN 乌特兰

RUNNEN 鲁恩、 
MÄLLSTEN 梅斯田、 
UTLÄNGAN 乌特兰

UTLÄNGAN 乌特兰、 
MÄLLSTEN 梅斯田、 

RUNNEN 鲁恩

尺寸： 30×30cm 30×30cm 30×3cm，3×3cm 60×30cm

包装数量： 9件 9件 4件（封边条） 
2件（转角件） 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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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EN 鲁恩 地板饰面 户外，0.81m²，9件。长30×宽30×高2cm。可与不同颜色和材料的RUNNEN 鲁恩 和MÄLLSTEN 
梅斯田 地板饰面组合使用。
深灰色 302.381.14 ￥149 相思木 405.184.87 ￥179
米色 604.767.35 ￥149 人造草坪 303.131.32 ￥399
褐色着色相思木 302.342.2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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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LÄNGAN 乌特兰 地板饰面 户外，0.9m²，5件。

褐色 504.804.17 ￥249
灰色着色 204.453.45 ￥249

RUNNEN 鲁恩 封边条 户外地板饰面，4件。

深灰色 304.941.42 ￥30

RUNNEN 鲁恩 转角件 户外地板饰面，2件。

深灰色 904.941.39 ￥10

户外地板和地毯

户外地板

RUNNEN 鲁恩
地板饰面，户外， 
深灰色。塑料。 
9件，0.81m²。302.381.14

￥149/件



新品 VRENSTED 弗伦斯泰
地毯，宽133×长195cm， 
米色/浅蓝色。604.951.97

￥24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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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地板和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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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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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DERSHOLM 吕德侯姆 平织地毯，室内/户外，宽160×
长230cm。
中褐色 904.954.12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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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SNING 考斯宁 平织地毯，室内/ 
户外。宽80×长150cm。

绿紫色/条纹 605.532.34 ￥179

VIRKLUND 维尔克隆德 平织地毯，室内/
户外。宽80×长150cm。一款百搭地毯，
饰有经典条纹图案，可摆放在室内或户外
的任何地方。过一段时间想要更新外观
时，只需把地毯翻过来即可，因为背面一
样饰有谐美的图案。
白色/米色/深灰色 

 805.179.4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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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长条地毯

MORUM 莫鲁 平织地毯，室内/户外。宽200×长300cm。
表面：100%聚丙烯。背衬：合成乳胶。地毯易于放置，
为室内增添一抹平静之感，或者何不试一试用它进行室
外改造呢？
米色 101.982.94 ￥999
深灰色 601.982.9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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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ALLERUP 斯瓦勒鲁 平织地毯 室内/户外。宽200× 
长200cm。100%聚丙烯。地毯两面可用，不时翻转使
用，地毯更耐磨损，有助延长地毯的使用时间。地毯质地
柔软，饰有经典黑白方格图案，适合室内或户外使用。 
双面设计，非常适合铺垫在餐桌下使用，如果不小心洒 
上了污渍，只要将地毯翻过来就能继续使用。
黑色/白色 704.352.16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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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
户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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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户外家具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易于护理的家具。关于护理的更多信息参见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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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 003.653.49 ￥79.99
白色 903.653.64 ￥79.99
红色 203.653.67 ￥79.99
粉色 603.823.22 ￥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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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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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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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703.651.76 ￥199
红色 803.651.6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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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303.577.86 ￥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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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MUT 玛莫特
儿童桌。白色。 
703.651.76

￥19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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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外晾干衣物 
虽然你可能希望户外空间用来放松休闲，但有时它也可以充作洗衣区。这也是充分利用空间的
一种方式！无论你想要特别宽还是可以折平的晾衣架，我们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可供选择，能
够满足你的各种需求。洗衣篮和衣架可以将你的户外空间变成一个一站式晾衣区。户外自然晾
干更加温和，而且自然风干和晒干，还能帮你节省电费。

户外 
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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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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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302.287.56 ￥149

TORKIS 托吉斯 软质洗衣篮，室内/户外，35升。宽58×
深38×高28cm。聚乙烯塑料。

蓝色 303.392.26 ￥49.99

FROST 夫洛思 晾衣架，室内/户外。长134×宽59× 
高93cm。钢。

白色 202.448.32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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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002.428.91 ￥59.99

STAJLIG 斯塔利 衣架，室内/户外。5件套。

白色 202.914.18 ￥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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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衣架

洗衣篮、晒衣夹和衣架

JOSTEIN 约斯坦 
带晾衣架搁架单元， 
61x53/117x180cm，室内/户外， 
网状白色。394.372.65

￥86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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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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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TEIN 约斯坦 户外洗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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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于户外阳台和室内洗
衣房或浴室的理想之选。

JOSTEIN 约斯坦 边框，40×90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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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121.36 ￥100

JOSTEIN 约斯坦 盛具，白色，室内/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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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边框/背板，室内/户外，白色。 
柜门、侧板和背板与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组合搭
配，即可保护你的物品免受灰尘和雨水侵袭，营造谐美外
观。封闭式储物装置还可避免空间变得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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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挂杆，室内/户外，白色， 
可伸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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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晾衣架，室内/户外，白色。灵活衣服收
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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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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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板，网状/室内/户外，白色。
将搁板与JOSTEIN 约斯坦 边框组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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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搁板，将搁板与JOSTEIN 约斯坦 边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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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41×40×90cm 194.369.26 ￥25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41×40×90cm 894.369.23 ￥25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61×40×90 594.369.29 ￥37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61×40×90cm 994.369.32 ￥37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81×40×90cm 694.371.41 ￥49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81×40×90cm 594.369.53 ￥49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白色。
122×102×90cm 194.372.90 ￥1,16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41×40×90cm 994.371.73 ￥30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金属白色。
61×40×90cm 094.371.82 ￥42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61×40×90cm 694.371.79 ￥42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金属白色。
41×40×90cm 294.371.76 ￥30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金属白色。
81×40×90cm 294.371.95 ￥540

JOSTEIN 约斯坦 带盛具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81×40×90cm 994.371.92 ￥54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41×40×180cm 694.371.98 ￥45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41×40×180cm 894.372.01 ￥45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61×40×180cm 594.372.07 ￥650

JOSTEIN 约斯坦 现成组合

JOSTEIN 约斯坦 框架罩，透明，室内/户外。这款框架
罩可将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打造成实用的封闭式储
物装置，非常适合用来挡雨防尘。而如果你想要将整个
搁架单元放在阳台用作小型温室，添置这款外罩就能满
足你的需求。
61×41×180cm 005.215.85 ￥79
61×41×90cm 605.215.8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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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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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TEIN 约斯坦 现成组合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白色。
182×40×180cm 494.372.98 ￥1,47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81×40×180cm 794.372.11 ￥850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81×40×180cm 194.372.14 ￥850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户
外，金属白色。
182×44×180cm 794.372.92 ￥3,046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61×44×180cm 894.372.39 ￥999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81×44×90cm 594.371.70 ￥889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61×44×90cm 194.371.67 ￥719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户
外，金属白色。
81×44×180cm 294.372.42 ￥1,249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41×44×180cm 494.372.36 ￥749

JOSTEIN 约斯坦 带门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金属白色。
41×44×90cm 894.371.64 ￥549

JOSTEIN 约斯坦 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
61×40×180cm 594.372.07 ￥650

JOSTEIN 约斯坦 附网格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62×40×180cm 294.372.56 ￥830

JOSTEIN 约斯坦 附网格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82×40×180cm 694.372.59 ￥1,030

JOSTEIN 约斯坦 附网格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
42×40×180cm 994.372.53 ￥630

JOSTEIN 约斯坦 附袋和网格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透明。
62×40/76×180cm 294.372.75 ￥989

JOSTEIN 约斯坦 附袋搁架单元，室内/
户外，网状白色，透明。
61×40/76×180cm 194.372.71 ￥809

JOSTEIN 约斯坦 附框架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透明。
61×41×180cm 005.215.85 ￥729

JOSTEIN 约斯坦 附框架罩搁架单元， 
室内/户外，网状白色，透明。
61×41×90cm 605.215.87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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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木制家具材料护理 
铝、塑料、塑料藤条和钢是无需专业护理的户外家
具材料。只需使用温和的皂液清洁产品，保持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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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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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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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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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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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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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维护

若想查看完整系列，请参观户外生活展区或访问www.IKEA.com/cn

FIXA 费克沙 成套油漆刷，3件套。

502.900.83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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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防水外罩，并在户外季节结束后，将户外家具存放于凉爽
干燥的室内。

保护户外家具

外罩和护理产品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组合或烧烤炉外
罩。宽120×深65×高120cm 适用于一桌两椅的 
户外用餐家具组合或烧烤炉。

005.323.34 ￥229

TOSTERÖ 托斯特洛 户外家具组合外罩。宽260×
深148×高108cm。适用于一桌八椅的户外家具
组合。

204.281.57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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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279.23 ￥199

TOSTERÖ 托斯特洛 储物箱。宽129×深44× 
高79cm。非常适合用来收纳未使用的家具靠垫
或装饰靠垫。

904.114.41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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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你在户外能尽情发呆，聊天，小睡，或是享用美食，不必担心户外家具的质量。我们
替你做了所有的考虑和研究工作，确保户外家具可以多年伴你左右。从选择耐用的材料到可以
抵御日晒雨淋的保护件，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件户外家具，无论经历何种恶劣天气，我们都能把
它们完好的带回家！在下方阅读关于户外材料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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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
我们所有的塑料和塑料藤编户外家具冰冻天气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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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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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固耐用的 
户外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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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货及送货服务
我们会按照你的购物清单，提供代提货及送货服务，帮你
把选购的货品提取并且送货到家或公司。

价格由
￥149/件 起

组装服务 
宜家的第三方服务商将为你提供专业的组装服务，并贴
心处理好所有包装材料。该服务还包括了免费的X年的工
艺品质保证。

价格由
￥30/件 起

支付方案
你不需要一次性完成付款。宜家为你提供了多种灵活的
支付方案。

浏览IKEA.cn/service
或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

已经准备好享受户外活动？我们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更快开启愉快的户外时光！从提货、 
送货、到组装新的户外沙发，我们的本地服务团队随时为你效劳。此外，宜家还提供了 
多种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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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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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查阅本购物指南？

放轻松，
我们能助你一臂之力

SUNDSÖ 苏恩索 
户外椅子，可折叠。灰色/灰色。 
805.093.15

￥17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