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前沿

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

要点概览



海蒂诗 - 百年家族企业

125 多年以来海蒂诗坚持致力于开发和制造适用于家
具行业的技术产品，众多出色的工程案例、极具开拓
精神的企业决策以及对市场敏锐的洞察能力铸就了海
蒂诗光辉的历史。1888年，卡尔·海蒂诗开发出一款被
称为挠曲机的特种机械，实现了黑森林布谷钟表装置
的机械化生产。1928年，奥古斯特·海蒂诗创造了钢琴
铰链生产线，此举为海蒂诗集团在家具行业中的经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海蒂诗三兄弟保罗、奥古斯特和弗朗茨为进一
步扩大发展在黑尔福德成立了一家新公司。1966 年，海
蒂诗将集团总部搬迁至基希伦根。目前，海蒂诗公司仍
由海蒂诗家族全资控股管理，由安德雷亚斯·海蒂诗博士
掌管公司大局，标志着公司运营已传承至家族第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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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家具科技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蒂诗倾情注入家具五金配件技
术。海蒂诗品牌以质量、创新、贴近客户和可靠性享
誉全球。世界上每天都有超过 6,600 名海蒂诗员工在
为挑战更便捷、更为智能的家具五金配件技术而不懈
努力。我们在这里为家具五金配件的明天勾画蓝图，
并将不断创造和影响着家具五金技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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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工艺

尊敬的客户，我们向您承诺：海蒂诗所提供的每一件
产品都具备卓越的品质。实现这一承诺离不开我们对
家具五金技术的热忱，技术创新的不断突破以及成熟
的加工工艺。每一件产品都值得您期待：品质保障，
经久耐用。安全可靠，操作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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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在，心系未来

海蒂诗勇于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努力制定并积
极贯彻严格的环境管理政策。遵守各项法规仅仅是我
们实施环保标准的最低要求。在一些重点地区，我们
还将严格执行欧洲环境管理和审核体系(EMAS)法令。
我们倡导基于节省能源的发展，并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一切必要的保障。

其中体现海蒂诗积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最好范
例就是我们的 Forum 办公大楼及展厅还有我们的 
ArciTech 生产中心。新的生产大楼的主要能源需求
比德国环保法规定的限值还低 73%。同时，海蒂诗 
Forum 还荣获了国家环保建筑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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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ech Atira:
位于前沿

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是个性化设计的绝佳之选。这款产品
线条简洁，外观轮廓鲜明，设计别出心裁，可用于厨房以及
所有生活区域：

	外观鲜明，用途广泛，设计灵活
	丰富的色彩选择，引人注目 
	辅以丰富的附加元素创造引人夺目的设计亮点  
 	模块化解决方案满足个性化的内部分隔定制需求

彰显您的不凡品位——选择 Atira 抽屉系统，选择高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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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ech Atira 平台概念：
同一抽屉侧帮，无尽设计选择

您是否想在市场上具备广泛的家具产品范围？是否想
实现高效与精益的生产？如果您正在寻找这样一款产
品，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正是完美的不二之选。所
有的抽屉和拉出单元都可基于同一抽屉侧帮完成生

产。简单易行的生产过程使得 InnoTech Atira 能更好
地控制成本，提高效益：

	精益与灵活的生产
	降低生产和库存成本
	产品系列丰富，灵活搭配组合，彰显个性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和
金属 TopSide 顶易换加高
侧板，高度 176 mm

基本型 = 抽屉侧帮， 
高度 70 mm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 
高度 144 mm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 
高度 176 mm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和
玻璃 TopSide 顶易换加高侧
板，高度 144 mm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和
玻璃 TopSide 顶易换加高
侧板，高度 176 mm

锅碗抽屉带单层纵向杆和
金属 TopSide 顶易换加高侧
板，高度 144 mm

锅碗抽屉带双层纵向杆， 
高度 176 mm

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平台概念赋予您功能与设计
方面的无尽选择，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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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拉出滑轨 

Quadro 25 阻尼滑轨 

全拉出滑轨 

Quadro V6 推弹滑轨
Quadro V6 阻尼滑轨

承
载

能
力



7



8

印象深刻：InnoTech Atira 标准产品线的超强组合
升级能力，为您提供了在任意环境中打造抽屉使
用的钥匙。适用于任意家具设计、应用与需求。

更多选择，更多选项：
InnoTech Atira 平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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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r Text ist nur Blindtext, er hat keinerlei Bedeutung 
sondern dient ausschließlich zur typografischen Beurteilung 
der Seite und wiederholt sich ab jetzt immer wieder in glei-
cher Form und Inhalt. Dieser Text ist nur Blindtext, er hat 
keinerlei Bedeutung sondern dient ausschließlich zur typo-
grafischen Beurteilung der Seite und wiederholt sich ab jetzt 
immer wieder in gleicher Form und Inhalt. 

Dieser Text ist nur Blindtext, er hat keinerlei Bedeutung son-
dern dient ausschließlich zur typografischen Beurteilung der 
Seite und wiederholt sich ab jetzt immer wieder in gleicher 
Form und I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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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系列产品：
实现差异化的巨大创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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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 白色 炭黑色

抽屉侧帮长度

表面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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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份投资，双重享受：
Quadro 内部可变系统

高效的差异化并非只是设计性上的问题。它更是功能
性上的问题。Quadro 为 InnoTech Atira 夯实了其设计理
念的基础。选择权完全在您。从部分拉出滑轨到不带
阻尼的全拉出滑轨，直至带有 Silent System 静音阻尼
系统或是 Push to open 推弹开启功能的全拉出滑轨。 

Quadro 部分拉出滑轨保证了理想化的入门级双层抽屉
系统 —— 并保有了轻松升级至全拉出的选项。



13

InnoTech Atira

Quadro 滑轨也是打造 InnoTech Atira 抽屉系统的基
础。一个滑轨平台，两个不同的抽屉侧帮外观，大大
提高生产成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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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方调节 
+ / - 1.5 mm

高度调节  
+/- 2 mm

通过转动纵向杆
进行调节

免工具快装 ... ... 面板的拆卸

轻松到位：
抽屉放置于滑轨
上，推入即可

快速拆卸

安装与调节 InnoTech Atira:
始终如一的便捷



15

位于纵向杆下方的 TopSide 顶易
换加高侧板  
安装 拆卸
· 后推纵向杆连接件
·  TopSide后连接件挂入背板中
· 推入 TopSide
· 推入 TopSide 前连接件
·  将 TopSide 定位于纵向杆下方

并通过卡扣固定到位
·  移动纵向杆连接件至面板

InnoTech Atira:
设计升级，轻松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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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Tech Atira: 
优势立现

巨大创造潜力

稳固的 Quadro 基础：

同一滑轨平台，实现两种

不同的抽屉侧帮外观

内抽面板的个性化打造，
TopSide 位于纵向杆下方

色彩概念与相应组件的一致性 

轮廓鲜明简洁的设计



3

从部分拉出不带阻尼的滑轨

可轻松升级至全拉出阻尼滑

轨和全拉出推弹滑轨

Quadro 滑轨：卓越的运行

表现，完美的间隙对齐

平台概念：通过精益高效的生产与仓

储流程，打造特有的差异化标志

4 种高度，7 种长度 260 – 620 mm

抽屉与滑轨的稳固连接

安装快速简便

可在纵向杆下方增加 TopSide 顶
易换加高侧板（孔位相同）



www.hetti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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