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众瞩目: 
海蒂诗产品特色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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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

家居空间
生活以移动而起。
生活在 21 世纪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节奏时代。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我们的生活都贴上了灵
动便捷的标签。我们可以抱着笔记本在客厅工作，在花园打电话聊天，在厨房查收邮件。不管
是在生活的哪一方面，大家都喜欢方便快捷的多功能智能家具。海蒂诗致力于研发和制造高科
技的“生活化”家具，用以满足用户的全方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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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   浴室

办公室

起居室

青少年房间

海蒂诗：技术进步，永无止境。
海蒂诗配件技术令家具更生活化。多样化的产
品系列时刻引领全球家具时尚潮流。

 
海蒂诗产品的创新功能亦创造流行趋势。在海
蒂诗您会找到家具设计最为完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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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门系统
人体工学设计移门家具。
采用移门令大气、时尚的室内设计延续至家具之中。大型门体带来了完全意义上的内部空间世
界，尤其适用于嵌入式移门系统。门体开启时，移门不需要占用任何额外的运动空间。开启吊
柜的移门时不易受伤。移门开启时无需延展，令人员通过更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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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Line XL:
专为大型门体而设计，
门重可达 80 公斤。

SlideLine 和 SysLine

TopLine

TopLine L:
系统满足广泛的应用领
域和极致舒适性需求。

TopLine M:
适用于将铰链门改进为
覆盖式移门设计。

SlideLine M:
实用设计元素。

SlideLine 55 Plus:
便利的多样化设计选择。

SysLine S:
全隐藏式滑动轨道。

InLine XL:
适用于大型门体的顶级移门系统。

持续向前的家具设计： 
海蒂诗移门系统

海蒂诗移门系统以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卓越的运行性能，现代化
的轻柔自闭系统及其简易快捷的安装和调节功能在家具行业中独
树一帜。所有移门部件均完全隐藏，实现完美的整体外部效果。

Love it.
Slide it. 

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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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链
创新是第一要素。
海蒂诗铰链，优质柜门的核心所在。无与伦比的多样化解决方案满足全方位家具需求。辅以快
装底座以及调节选项，再加上海蒂诗独有可实现柜门轻柔自闭的静音阻尼系统和实现无把手面
板设计的机械推弹开启功能。海蒂诗铰链产品的可靠、耐用、高品质都必将令您印象深刻。



Intermat

40°C

5°C

20°C

Se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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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静音阻尼表现:
无论柜门大小，重量几何。

无与伦比的自闭角度： 
当闭合角度为 35° 时，柜门 
即可轻柔，平稳顺畅地闭合。

杰出的轻柔自闭功能： 
零上 5°C 至 40 °C 超宽功能可
实现温度范围。

符合人体工学的快装系统：
快捷、简便、灵活。

多样化安装选择： 
用于不同的角柜及开启角度。

可轻松升级静音阻尼系统： 
简便的卡入式，拧入式安装， 
或压入铰杯之上。

Sensys 和 Intermat 快装铰链安装快捷，调节简便。集成静音阻尼系统的 Sensys 铰链屡获殊荣， 
开创了铰链产品的发展趋势。Sensys 铰链与 Intermat 铰链几乎适用于所有家具配置。

得益于两种铰链高度兼容的平台设计理念，8099 铰链底座系统给予您从 Intermat 轻松升级至
Sensys 的便利选择。

方便快捷，应用广泛： 
Sensys 和 Inte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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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屉系统
多元化生活。
海蒂诗拥有针对全种类家具而设计的抽屉系统，包括厨房、浴室、卧室、客厅等等，当然也包
括办公室。探索海蒂诗智能化抽屉系统的灵巧实用。耐久、顺滑、便利。种类繁多的配件系列
也会令您产生深刻的印象。



InnoTech

 

Arci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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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诗平台概念：
所有配置基于同一抽屉侧帮，
令升级更为轻松简便。

个性化定制设计：
玻璃材质更彰显档次。可自主 
选择任意个性化材质及外观。

每块面板之后都富含独有特色：
通过内部空间分隔装置可最大 
限度有效利用储存空间。

ArciTech 和 InnoTech:：得益于采用高性价比的平台概念， ArciTech 和 InnoTech 抽屉系统令厨房与起
居室的家具更独具特色想法更具经济性。 ArciTech 所拥有的奢华的运行性能和独一无二的稳定特
性满足全方位高标准需求，未来科技，今日之选。长久以来， InnoTech 也一直是高品质、超凡
实用性及完美内部空间分隔的代名词。由海蒂诗生产研发的 ArciTech 和 InnoTech 抽屉系统一直深
受家具行业的欢迎。

独一无二的稳定特性： 
应对全方位载重需求，提供  
40、60 与 80 Kg 三种承重规
格。

无与伦比的滑动性能：
静谧、柔和、完美平衡的开合 
动作。

基于同一标准平台，无可比拟的
广泛的产品线： 
无限组合的产品系列保证具有竞
争力的价格。

实现独特个性，从未如此简单： 
ArciTech 和 Inno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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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抽屉滑轨
优质滑轨，海蒂诗出品。
海蒂诗抽屉滑轨产品系列丰富，是海蒂诗多样化极具特色的产品中极具实用性的一种。通过滚
珠滑动运行精准的 Quadro 滑轨独具优势，可为各种档次的家具及不同承重要求提供最好的解决
方案——并具有成本和质量上的双重优势。海蒂诗技术标准保证我们为所有家具提供更为方便
快捷，安全可靠的抽屉。



Qua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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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仅有的方便快捷：  
Quadro

Quadro 抽屉滑轨的运行表现令人印象深刻：钢珠在钢质导轨中精准运行，令抽屉的滑动轻柔顺
滑，静谧无声。其背后隐藏的顶级技术为家具倾力打造。更多附加价值通过与静音阻尼系统配
合使用令抽屉安静闭合来实现。而装配推弹开启系统之后，您只需用指尖轻轻一按便可方便快
捷地开启抽屉——从而实现家居面板的无把手设计。海蒂诗高品质隐藏式抽屉滑轨：为您的家
具增添更多价值。

Quadro 满足全方位需求： 
带有自闭功能的半拉或全拉滑
轨,可选用静音阻尼系统或推弹
开启功能应对多种宽度选择及
长度设计。

卓越的紧密技术与过人的运 
行性能：
承重能力为 25 到 30 Kg：最高 
甚至可达 50 Kg。

灵活多样的内部互换系统： 
 进行改进升级无需更改柜体、
抽屉及面板尺寸。

重型抽屉也可静谧闭合：  
得益于集成的静音阻尼系统。

推弹开启：  
可令抽屉自动滑出。是实现
无把手面板设计的最佳解决
方案。

再简单不过的木抽屉安装：
集成调节功能的推入式或插入
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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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办公家具的内部空间分隔系统
智能化内部空间分隔带来更为出色的办公家具。 
您想创造更为符合人体工学和更高效率的工作环境吗？内部空间分隔便可令其实现。海蒂诗
Systema 内部空间分隔系统专为办公家具打造，既是为推柜和橱柜设计的便捷解决方案。独具 
模块组合、结构清晰、创新独特、用途广泛等过人优势。Systema 可优化工作流程满足个性化 
需求。除此之外，作为海蒂诗的优势产品，Systema 令您的办公家具产品站在市场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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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工作更有型：  
办公家具中的海蒂诗。

采用海蒂诗 Systema Top 2000 平台概念的办公家具更为高端。Hettich 系列产品打造出更为多样，
使用便捷的储存空间。比如静音阻尼系统和为无把手面板设计的推弹开启功能实现了创新工作
站概念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功能。

海蒂诗平台概念是实现办公家具制造多样化更加容易和更具特色的关键。不仅如此，模块化系
统也令改进和升级更为简单。

用于连续工作站的创新储存解
决方案： 
基于 Systema Top 2000 的 
Big Org@Tower 。

Systema Top 2000:
基于领先市场平台上的内部空 
间分隔系统。

顺滑运行，耐久稳固： 
Systema Top 2000 文件挂架。

更多工作空间：
纤巧的 Selekta Pro 2000 单轴 
铰链令柜门开启角度达到惊 
人的270°。

人体工学、操作简洁、全电动化：
海蒂诗 LegaDrive 新型电动升降桌系
统，提供您理想中的站姿或坐姿工
作站环境。

Selekta Pro 2000 和 LegaDrive

Systema Top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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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诗也是您可信赖的在线商业伙伴。您可从我们智能化在线工具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具有二维或三维 CAD 数据的在线产品目录，可以快速下载图纸、介绍、证书、设计辅助工具 
和其他相关资料。若需更多及时更新的数据，敬请访问 www.hettich.com 即可即时获得。

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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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目录：
我们的在线目录是您可 24 小时获取海蒂诗
产品与价格信息，订购您选择的产品并允许
通过 HettCAD 访问 CAD 图纸。

点击 www.hettich.co/en/online 直接进入在线
目录。一经注册成功，您便可立刻获取海蒂
诗的多样化功能及享受我们的全方位服务。

HettCAD: 
通过这一工具您可以将海蒂诗在线目录中的 
二维和三维图纸输入至您拥有的 CAD 系统中。 
并可通过模糊搜索精确定位产品并获得精确 
的规格尺寸。

SelectionProfessional: 
为满足个性化设计需要。令人印象深刻的表
现。高效的生产。面向实际需求，此软件为 
创造每一件家具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Hettich App:
无论是您所需的最新产品目录，海
蒂诗内刊杂志，安装说明或是示范
视频，您均可轻松快捷的获得。

与您分享专业知识：  
Hettich eService

配置器：
通过配置器可快速简单的将您的产品组合
到一起。在每一配置步骤上都为您提供辅
助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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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诗集团
作为全球最大的家具五金制造商之一，每天都有超过 6,000 名海蒂诗员工在为挑战更便捷、 
更智能的家具配件技术而不懈努力。海蒂诗是位于德国基希伦根：Kirchlengern：的一个纯粹的 
家族企业。这里是我们构筑家具配件的发源地，并持续影响和塑造着未来的家具五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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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家具科技，我们充满激情。
海蒂诗产品既是家具功能性、品质和舒适度
的代名词。海蒂诗品牌亦代表了与家具制造
业和白电行业、专业零售商、贸易商以及 
DIY 领域的紧密合作。这一切正如海蒂诗遵
循的品牌价值：质量、创新、贴近客户和可
靠性，正是这样的坚持勾画着海蒂诗明天的
成就之美、一步步走向未来的成功。

立足现在，心系未来。
海蒂诗秉承“为我们居住的地球尽一份心
力”的企业责任。多年来，我们的环保部门
已在公司的所有领域实施环保政策，履行职
责。此外，我们在每个生产工厂内设立了单
独的环境委员会。遵守各项法规仅仅是我们
实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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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
制造专业优质的产品。

创新
海蒂诗产品在家具制造行业中一直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

贴近客户
我们致力于满足您的需求。

可靠性  
优质并持续地为客户提供稳定与祥和的合作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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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服务
如何在全球化中展现自我？人人都知道我们的答案：海蒂诗是一个家族企业，始终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海蒂诗在德国、捷克、西班牙、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设有 38 家子公司及制造 
基地。无论您身处世界何处，我们始终在您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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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海蒂诗。
沉浸于现代家居环境之中。获取无限灵感。海蒂诗产品让您零距离面对这一切并加以实现。 
第一手的创新功能经验。理解一体化系统功能。探索发现有价值的安装建议。创造更新理念。
海蒂诗既是您在海蒂诗的最大发现。Technik für Möbel 专注家具科技 —— 我们引领您进入精 
彩绝伦的家居世界。您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分公司，经销商或者——您已身处德国——我们诚 
挚的邀请您参观我们位于基希伦根和弗洛托的运营中心。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海蒂诗论坛展示中心。——德国，基希伦根。

海蒂诗家具科技展示中心。——德国，弗洛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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