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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评鉴>>>>  



我们用厚积的实力支撑您的事业蓝图，我们用精确的洞察力追求工艺和设计，协同高效执行队伍，

无微不至的为你量身定制舒适，合理高效的办公空间，用设计改变生活，让办公成为享受。

明珠商业办公家具一站式整空间解决服务商，为你竭诚服务!



雅阁系列高层办公系统，承载现代简约设计理念，体现出领袖高瞻远瞩、

雷厉风行的风格。厚重的外观，彰显领导者稳重的工作作风，内敛而不

张扬，张弛有度，稳操胜券。

雅阁系列厚重的色彩搭配金属封边，彰显高贵、显赫的身份，整个空间

呈现大气磅礴之感，展现成功者之态。



沉稳的色调，搭配高档自然纹理，彰显睿智稳重。

超长铝合金线盒子，优质环保皮料，加厚台面厚重大方，让现代与怀旧感

总裁专属

尺寸：2400X2200X765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DTC导轨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杆 DTC导轨 3C认证钢化玻璃 不锈钢边框

尺寸：2400X398X2000

GCBG03A003背柜2400GCBG03A002班台2400（原版左）



实木纤维板E1级环保板材是欧洲最高环保标准，甲醛释放量≤0.8mg/L，

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相当于一个苹果所含甲醛绿色环保。

表面三胺饰面具有抗划伤、耐高温、耐酸碱腐蚀等优点。精选原材料只为更高标准！

实木纤维板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DTC导轨

尺寸：4800X1800X755

GCBG03A001会议桌4800



GCBG09A007办公椅

GCBG09A006办公椅

尺寸：725x705x950-1020cm

头层小黄牛皮
精选欧洲进口3-5岁小黄牛背部整皮，侵染皮面光泽润眼，

毛孔透气排汗，纹理自然清晰、手感细腻。

尺寸：725x705x1085-1155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液压升降调节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液压升降调节



GCBG10A005三人位
尺寸：2115x910x860

GCBG10A005一人位
尺寸：1120x910x860

加粗蛇形弹簧 不锈钢脚架

新型科技皮料药疹处理高山落叶松西伯利亚橡木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尺寸：2400X398X2000

GCBG03A003背柜2400

尺寸：4800X1800X755

GCBG03A001会议桌4800

尺寸：2115x910x860

GCBG10A005三人位

GCBG10A005一人位
尺寸：1120x910x860

GCBG11A002茶几1400
尺寸：1400x600x450

GCBG09A007办公椅
尺寸：725x705x950-1020

GCBG09A006办公椅
尺寸：725x705x1085-1155

GCBG03A002班台2400（原版右）

尺寸：2400X2200X765

GCBG03A002班台2400（原版左）



雅轩系列高层办公系统传承明珠风范，是文化与艺术的交融；黑色浮雕工艺，凸显睿智沉着的领导风格，

尽情彰显睿智、豁达、敏锐、果断、高雅，体现领导者的风范与决断特点。

整体空间简约大气，经历岁月洗礼和沉淀后，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王者气质，御领潮流。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DTC导轨

GCBG01A002班台2400(原版右)
尺寸：2400x1990x760

GCBG01A005背柜2400
尺寸：2400x400x200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压纹饰面 液压阻铌杆 3C认证钢化玻璃 不锈钢边框



GCBG01A001会议桌3400
尺寸：3400x1500x76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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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BG01A003背柜2400
尺寸：2400x450x760

E1级环保板材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自动闭合，安静无声

GCBG01A006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开合十万次顺畅静音

DTC导轨



GCBG09A011办公椅

GCBG09A012办公椅
尺寸：615x530x910

尺寸：615x535x1170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液压升降调节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液压升降调节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GCBG01A007长茶几1400
尺寸：1400x700x450

GCBG01A007方茶几600
尺寸：600x600x450

GCBG01A008三人位
尺寸：2300x1000x900

GCBG01A008一人位
尺寸：900x1000x900

源生高回弹海绵 新型科技皮料人体工程设计缓冲背靠高山落叶松

尺寸：2400x400x2000
GCBG01A005背柜2400

尺寸：3400x1500x760

GCBG01A001会议桌3400

GCBG09A011办公椅
尺寸：615x535x1170

GCBG09A012办公椅
尺寸：615x530x910

GCBG01A007茶几1400
尺寸：1400x700x450

GCBG01A003背柜2400
尺寸：2400x450x760

GCBG01A006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1A007茶几600
尺寸：600x600x450

GCBG01A008三人位
尺寸：2300x1000x900

GCBG01A008一人位
尺寸：900x1000x900

GCBG01A002班台2400(原版右)
尺寸：2400x1990x760

GCBG01A002班台2400(原版左)



用简约来承载非凡的气度，用工艺来表

达极致的品质，彰显出简约利落的时代

风格。倾斜的桌脚，搭配简单的台面和

屏风板，无不展现灵动、轻盈，犹如在

空中飞翔的大雁，流畅线条、棱角分明

的设计整个系列散发着刚毅的高贵气质。

SP办公系列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GCBG06A005-B主管桌(原版右)
尺寸：2205X1950X750

GCBG06A003-A-2四人员工位
尺寸：2700X1200X1085

亚克力隔板功能线盒子DTC导轨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功能线盒子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GCBG06A012-A会议桌3200
尺寸：3200x1200x750

GCBG05A002-A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3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SP系列产品是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办公风格，

将现代简约体现的玲离尽致，

简单而不简约，灵巧设计斜切工艺，

让整个空间更加轻盈。

液压阻铌杆



高档五金件 功能线盒子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DTC导轨

GCBG05A010-A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5A006-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GCBG05A007-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DTC导轨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6A002洽谈桌
尺寸：1105x75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加厚钢架

GCBG06A006四人位
尺寸：2800x1400x1040

GCBG06A007三抽柜
尺寸：400x500x650

高档五金件

E1级环保板材



GCBG10A010沙发三人位
尺寸：1910x800x750

GCBG10A010沙发单人位
尺寸：880x800x750

高端布艺 源生高回弹海绵 新型科技皮料加厚钢架高山落叶松

尺寸：2700X1200X1085

GCBG06A003-A-2四人员工位

尺寸：3200x1200 x750
GCBG06A012-A会议桌3200

GCBG05A010-A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5A006-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7-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2-A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3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8-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6A002洽谈桌
尺寸：1105x750

GCBG06A006四人位
尺寸：2800x1400x1040

GCBG10A010沙发三人位
尺寸：1910x800x750

GCBG10A010沙发单人位
尺寸：880x800x750

GCBG06A005-B主管桌(原版右)
尺寸：2205X1950X750

GCBG06A005-B主管桌(原版左)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极致平衡的枫木IT办公系列的设计理念，卓越不凡的眼界，淡薄清新的品味，

让整个空间展现出动与静的韵律美感，让我们轻松驾驭工作中的一切。

此时的成功就如鹰击长空，是智慧与力量的结合。

刚脚、台面和侧柜三位一体的精炼结合、化繁为简、精工细作的特点，工作的一切预想皆在掌握之中。

极致平衡的枫木IT办公系列



GCBG05A001-A主管桌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800X753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液压阻铌



GCBG05A002-A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3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10-A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5A006-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DTC导轨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7-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液压阻铌杆



GCBG05A009-A会议桌3400
尺寸：3400x1450x76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2-A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3背柜800

GCBG05A010-A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5A006-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7-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8-A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8-A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5-A-5四人员工位2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9-A会议桌3400
尺寸：3400x1450x760

GCBG05A001-A主管桌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800X753

GCBG05A001-A主管桌2000(原版左)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极致、平衡时IT办公系列的设计理念，卓越不凡的眼界，淡薄清新的

品味，让整个空间展现出动与静的韵律美感，让我们轻松驾驭工作中

的一切。



BG05A001-C主管桌2000（原版左）
尺寸：3400x1450x76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液压阻铌

GCBG05A002-C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E1级环保板材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3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10-C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液压阻铌

此时的成功就如鹰击长空，是智慧与力量的结合。

液压阻铌杆



液压阻铌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6-C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BG05A006-C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液压阻铌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5-C-2四人员工位2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亚克力隔板功能线盒子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钢脚、台面和侧柜三位一体的精炼结合，化繁为简、精工细作的特点，工作的一切预想皆在掌握之中。



GCBG05A011-会议桌
尺寸：2230x1030x755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GCBG05A009-C会议桌3400
尺寸：3400x1450x76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

BG09A003-C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20-980

人体工程设计 液压升降调节 360度任意旋转 源生高回弹海绵颐达透气网布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2-C背柜800

尺寸：800x316x1875
GCBG05A003背柜800

GCBG05A006-C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7-C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08-C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10-C三抽柜4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5A005-C-2四人员工位2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5A011-会议桌
尺寸：2230x1030x755

GCBG05A009-C会议桌3400
尺寸：3400x1450x760

GCBG05A001-C主管桌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800X753

GCBG05A001-C主管桌2000(原版左)

GCBG05A006-C背柜800
尺寸：650x620x720-980

BG09A003-B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20-980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君悦系统体办公家具现中高层管理者内敛的性格。

思考问题全面更讲求平衡，隐去个性魅力更着重于团队合作；

他们接受传统，但更欣赏现代流行元素，面面俱到更符合他们选择。

君悦办公系统深色与浅色的强烈撞击感张扬却不失大气、灵动却不失稳重，

为高效的现代办公环境增添活力，同时还集成各功能工作空间，为中高层管理者提供完美的工作环境。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液压阻铌

GCBG02A003主管桌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800X753



GCBG02A007背柜2200
尺寸：2200X416X1605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GCBG02A011三抽柜
尺寸：400x450x611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液压阻铌

GCBG02A008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2A009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2A001会议桌2200
尺寸：2200X1100X750

GCBG02A010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新型科技皮料功能线盒子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3C认证钢化玻璃



GCBG02A005洽谈桌800
尺寸：800X800X745

GCBG02A006洽谈桌800
尺寸：800X800X752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GCBG02A002六人位4200
尺寸：4200X1400X1114

不锈钢边框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液压阻铌

高档五金件

3C认证钢化玻璃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2A009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2A010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2A005洽谈桌800
尺寸：800X800X745

尺寸：2200X416X1605

GCBG02A007背柜2200

尺寸：400x450x611
GCBG02A011三抽柜

GCBG02A008背柜800
尺寸：2800x1400x1100

GCBG02A006洽谈桌800
尺寸：800X800X745

GCBG02A002六人位4200
尺寸：4200X1400X1114

GCBG02A002-B六人位4200
尺寸：4200X1400X1114

GCBG02A003主管桌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800X753

GCBG02A003主管桌2000(原版左)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En4办公屏风系列从功能搭配和工艺造型方面满足您多方面的需求，轻松惬意的色彩搭配

和灵活的组合给我们带来视觉、工作和心身的真正放松。

EN4系列将办公室间与私人环境融合一体，相映生辉，使工作中的人民可以尽情享受现代办公文化的惬意！



GCBG07A001四人屏风位4000
尺寸：2700x1200x106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智能升降系统功能线盒子

GCBG08A001二人升降位1400
尺寸：1400x1400x753

GCBG08A002边柜3700
尺寸：3700x398x61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

GCBG07A001四人屏风位4000
尺寸：2700x1200x1060

尺寸：1400x1400x753

GCBG08A001二人升降位1400

尺寸：3700x398x610
GCBG08A002边柜3700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办公椅



沉稳内敛的产品，彰显出使用者儒雅高贵的文化气质。

深沉木纹与象牙月白交融碰撞格调非凡。打破传统局限

用现代造型艺术将钢、漆、皮、木完美融合，层次分明。

将空间文化感体现的玲离尽致，卓越的工艺魅力正是使

用者一丝不苟的精神体现。



GCBG15A002班台2400(原版左)
尺寸：2400x2000x760

GCBG15A003背柜2840
尺寸：2840x400x210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 新型科技皮料 大宝环保油漆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大宝环保油漆液压阻铌

GCBG15A007茶水柜1600
尺寸：1600x428x850



GCBG15A005长茶几1400
尺寸：1400x700x420

GCBG15A005方茶几700
尺寸：600x600x55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大宝环保油漆

GCBG15A010沙发三人位

GCBG15A010沙发单人位
尺寸：2120x800x750

尺寸：1030x800x75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大宝环保油漆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功能线盒子 新型科技皮料 大宝环保油漆

GCBG15A001会议桌3000
尺寸：3000x1300x750



尺寸：2840x400x2100

GCBG15A003背柜2840

尺寸：3000x1300x750
GCBG15A001会议桌3000

尺寸：1600x428x850
GCBG15A007茶水柜1600

尺寸：1400x700x420
GCBG15A005长茶几1400

尺寸：600x600x550
GCBG15A005方茶几700

尺寸：2120x800x750
GCBG15A010沙发三人位

尺寸：1030x800x750
GCBG15A010沙发单人位

尺寸：2400x2000x760

GCBG15A002班台2400(原版右)
GCBG15A002班台2400(原版左)

GCBG09A036办公椅
尺寸：680x680x1220-1640

GCBG09A037办公椅
尺寸：680x680x920

GCBG09A036办公椅
尺寸：680x680x1220-1640

GCBG09A037办公椅
尺寸：680x680x920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液压升降调节

缓冲背靠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头层小黄牛皮

液压升降调节



桃木灰承将自然与时尚交相辉映。方正自如的几何线条切割将磅礴的大自然赋予办公空间。轻快

满分，沉稳有余的凹槽设计更是以顺道为之的方式将人性化的收纳方式带给使用者。

胡桃木系列空间一派自然风景，回归生活真谛，献给干练洒脱，享受自然的你。



GCBG16A003班台（原版右）
尺寸：2400x2000x76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DTC导轨 功能线盒子 新型科技皮料 大宝环保油漆



GCBG16A002背柜2800
尺寸：2800x400x2000

E1级环保板材 液压阻铌高档五金件

DTC导轨 3C认证钢化玻璃

GCBG16A001会议桌3600
尺寸：3600x15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大宝环保油漆

GCBG16A007茶水柜1600
尺寸：1600x400x83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大宝环保油漆



GCBG16A010沙发三人位

GCBG16A010沙发单人位

尺寸：2010x800x750   

尺寸：980x800x750   
尺寸：2800x400x2000

GCBG16A002背柜2800

尺寸：3600x1500x750
GCBG16A001会议桌3600

尺寸：1600x400x830
GCBG16A007茶水柜1600

尺寸：1200x600x450
GCBG16A005长茶几1200

尺寸：600x400x450
GCBG16A005方茶几600

尺寸：2010x800x750         
GCBG16A010沙发三人位

尺寸：980x800x750         
GCBG16A010沙发单人位

GCBG16A003班台(原版右)
尺寸：2400x2000x760

GCBG16A003班台(原版左)

GCBG16A005长茶几1200
尺寸：1200x600x450

GCBG16A005方茶几600
尺寸：600x400x45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大宝环保油漆

高山落叶松 源生高回弹海绵加厚钢架新型科技皮料



摩登黑白绚烂生彩，将一切繁复色彩回归本源，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平凡中爆发出的无限活力，

体现着我们对梦想的坚持拼搏。白色星辰饰面

光亮入境与流畅圆润的黑边线条交融绽放营造

出最时尚的办公空间。



GCBG18A003班台1800（原版右）
尺寸：1800x16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轮滑道柜DTC导轨

GCBG18A003班台1600
尺寸：1600x800x750

GCBG18A002背柜1800
尺寸：1800x400x1800

E1级环保板材

加厚钢架 高档五金件

Pu滑轮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DTC导轨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轮滑道柜

GCBG18A003班台滑轮柜
尺寸：1200x450x600



GCBG18A007双人员工位1600
尺寸：1600x24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轮滑道柜DTC导轨

GCBG18A007四人员工位3200
尺寸：3200x2400x750



GCBG18A009背柜800
尺寸：800x400x800

GCBG18A009背柜1200
尺寸：800x400x1200

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GCBG18A0012隔断1200
尺寸：1200x300x1200

GCBG18A0012隔断1500
尺寸：1200x300x1590

GCBG18A0012隔断1800
尺寸：1200x300x1980

GCBG18A001会议桌3000
尺寸：3000x14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功能线盒子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18A005长茶几1200
尺寸：1200x600x4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18A005方茶几600
尺寸：600x400x450

GCBG18A008三人位
尺寸：1800x780x760

GCBG18A008一人位
尺寸：860x780x760

人体工程设计高山落叶松 源生高回弹海绵加厚钢架 新型科技皮料 人体工程设计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360度任意旋转 源生高回弹海绵 背靠160度调节颐达透气网布



尺寸：1600x800x750

GCBG18A003班台1600（滑轮）

尺寸：1800x400x1800

GCBG18A002背柜1800

尺寸：1600x2400x750

GCBG18A007双人员工位1600

尺寸：3200x2400x750

GCBG18A007四人员工位3200

尺寸：1200x600x450

GCBG18A005长茶几1200

尺寸：600x400x450

GCBG18A005方茶几600

尺寸：3000x1400x750

GCBG18A001会议桌3000

尺寸：800x400x800cm

GCBG18A009背柜800

尺寸：800x400x1200

GCBG18A009背柜1200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35办公椅
尺寸：660x630x920

GCBG18A003班台1800(原版右)
尺寸：1800x1600x750

GCBG18A003班台1800(原版左)

GCBG18A0012隔断1200

尺寸：1200x300x1200

GCBG18A0012隔断1500

尺寸：1200x300x1590

GCBG18A0012隔断1800

尺寸：1200x300x1980

尺寸：1800x780x760

GCBG18A008三人位

尺寸：860x780x760

GCBG18A008一人位

GCBG09A010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10-1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35办公椅
尺寸：660x630x920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加厚钢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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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BG19A003班台2000（原版左）
尺寸：2000x162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轮滑道柜DTC导轨



GCBG19A002背柜2000
尺寸：2000x400x200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轮滑道柜

GCBG19A009二门书柜800
尺寸：800x400x2000

GCBG19A009三门书柜1200（左/右）

尺寸：1200x400x2000

GCBG19A006茶水柜800
尺寸：800x400x850

GCBG19A008办公桌1400
尺寸：1400x600x750

GCBG19A008办公桌1200
尺寸：1400x6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3C认证钢化玻璃功能线盒子液压阻铌



GCBG19A011二人员工位1400（主位）
尺寸：1400x1200x750

GCBG19A011二人员工位1400（副位）
尺寸：800x400x200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液压阻铌 功能线盒子 轮滑道柜DTC导轨



GCBG19A010条桌1200
尺寸：1200x400x750

GCBG19A010钢架条桌1200
尺寸：1200x4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19A007洽谈桌2000
尺寸：2000x1000x7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功能线盒子



GCBG19A012三人位
尺寸：2100x800x730

GCBG19A012一人位
尺寸：1000x800x730

人体工程设计高山落叶松 源生高回弹海绵加厚钢架 新型科技皮料

GCBG19A005长茶几1200
尺寸：1200x600x450

GCBG19A005方茶几600
尺寸：600x600x450

加厚钢架E1级环保板材 高档五金件

GCBG09A032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人体工程设计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360度任意旋转 源生高回弹海绵 背靠160度调节颐达透气网布



GCBG09A033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20-980

GCBG09A034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60

尺寸：2000x400x2000

GCBG19A002背柜2000

尺寸：800x400x2000
GCBG19A009二门书柜800

尺寸：1200x400x2000

GCBG19A009三门书柜1200（左/右）

尺寸：1400x600x750

GCBG19A008办公桌1400

尺寸：1400x600x750

GCBG19A008办公桌1200

尺寸：1400x1200x750

GCBG19A011二人员工位1400（主位）

尺寸：1400x1200x750

GCBG19A011二人员工位1400（副位）

尺寸：2000x1000x750

GCBG19A007洽谈桌2000

尺寸：1200x400x750

GCBG19A010条桌1200

尺寸：1200x400x750

GCBG19A010钢架条桌1200

尺寸：800x400x850

GCBG19A006茶水柜800

尺寸：1200x600x450

GCBG19A005长茶几1200

尺寸：600x600x450

GCBG19A005方茶几600

尺寸：2100x800x730

GCBG19A012三人位

尺寸：1000x800x730

GCBG19A012一人位

GCBG19A003班台2000(原版右)
尺寸：2000x1620x750

GCBG19A003班台2000(原版左)

GCBG09A032办公椅
尺寸：661x629x1137-1637

GCBG09A033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20-980

GCBG09A033办公椅
尺寸：650x620x760

360度任意旋转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

液压升降调节 护手前后上下调节

背靠160度调节

颐达透气网布

人体工程设计 源生高回弹海绵加厚钢架 颐达透气网布



客户第一/诚信负责/创值创新/共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