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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系列 Perfekt 冠军系列 Champion

moll
成功面对各种挑战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伴随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们
以孩子的发展为首要，为他们研发书桌，椅子和灯具。
这当然也关系到我们与贸易伙伴和供应商的合作，同时
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所有moll产品都在施
瓦本山区Schwäbischen Alb研发和生产，这里也是近
100年前公司的发祥地。 

Andreas Moll于1925年创立了这个家族企业。企业现今
由家族第三代的Martin Moll领导。moll拥有最佳的专业
人员、工程师和研发者，制造品质卓越的产品，从而确保
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快乐一生。孩子需要健康，安全和创
造力。这一信念贯穿moll的所有产品 - 从创新的设计到
加装件的选配。本着这一信念，我们在未来也将作为您
可信赖的伙伴，打造伴随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家具桌椅。

是我们发明了可调高的儿童书桌。我们生产的书桌和椅
子能变大变小，灵活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为写字、阅读
和画画提供较大的存储空间和工作桌面。家具功能完美，
人体工程学细致入微，坚如磐石。我们针对儿童和青少
年房间的未来发展和努力将不断成为创新的标杆。

moll提供的解决方案伴随孩子成长，从小学入学到高中
毕业以致更长远。许多家庭把我们的家具当作传家宝，
代代相传。

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这就是moll品牌的独到之
处：孩子成长，我们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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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真棒
孩子成长, moll 伴随

由于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品味喜好, 对空间, 功能和方式的要求不断变化, moll 功能家具因此实
现系统化, 为今天和未来创造扎实的基础。

为了帮助孩子可持续健康地发展，我们专注并确保孩子学习场所满足人体工程学的要求。
„动态取代静坐”便成为我们的专注, 从而为孩子们提供促进学习，有益健康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我们为您介绍许多有趣的想法, 游戏, 提示和窍门, 关注健康, 活动, 视力和腰背, 更多信息请访
问 “健康学习”: www.gesundes-lernen.info

   



07moll

专利技术的 “Comfort 舒适” 调高: 不用站起, 不会夹手,  
无需大力气, “Comfort 舒适” 调高可将书桌无级调到适合自己身高
的高度: 只需拉带, 调到所需的书桌高度。调高范围是 53 至 82 厘米 
之间, 适合 110 到 200 厘米身高。

专利技术的倾斜调整:为了能让画画, 写字, 阅读和游戏姿势符合 
人体工程学要求, 所由 moll 书桌均配有简易安全操作的倾斜调整 
功能。通过安全调斜功能可将桌板无级调到 20°。

安全无误
腰部健康, 有益的人体工程学

当然也考虑孩子成长期间的身高, 衣服的功能和质量, 鞋以及玩具。由于学习环境要长期使用, 
这些考虑就十分重要。孩子的书桌和座椅也需要量身定制，符合每个成长阶段的身体要求。

专利技术的 “Comfort 舒适” 桌腿调高可同时无级进行, 从而确保书桌人体工程学意义上的正
确高度。该功能为 moll 特有, 是一项典型的专利技术。“Comfort 舒适” 桌腿内有一拉带, 孩子
可通过拉带安全简便地调整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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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一帜 
moll 可在 5 维空间变换

我们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包括书桌，座椅和台灯的整套学习环境，可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毕业
甚至更长时间。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供孩子使用的空间不会变大。因此，moll的许多创新性解决
方案都能最大化地利用空间。moll把人体工程学跟有效的空间利用合为一体。

1   高: 所有书桌和座椅均可简易调高,  
适合从儿童到成人各个阶段的身高。

2   宽: 采用合适的加装件将桌面向左或向 
右扩大, 安全便捷。

3   深: 有时房间可用的的深大于宽。 
采用多功能架 Multi Deck,  
moll 书桌可随时向深度扩展。

5   颜色: 因为品味喜好会不断变化,  
每台桌子均配有不同的色彩应用件,  
可随时更换。

4   功能:从学龄儿童直到高中毕业，书桌系
统可根据不断变化的要求，工作方式和
空间需求调整匹配。为此，有许多加装配
件(比如灵活墙架)和存储方案供选用。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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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表现
Champion 冠军书桌远不止一台书桌

品质, 功能和设计 – 冠军 Champion 已成为儿童和青少年房间的标杆。没有其它书桌能像冠军 
Champion 那样将设计, 人体工程学和安全性完美地融为一体。通过内置的拉带, 儿童也能轻
易完成调高。圆型桌角进一步提高安全性。

冠军 Champion 的设计优异: 2012 年曾获得国际红点设计大奖 Red Dot Desig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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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超群
冠军 Champion 成功面对各种挑战

书桌配备三种可调斜度的桌板, 适合左手和右手写字的孩子, 学习场所得到优化。凭借其诸多存
储处, 宽大的线缆通道, 丰富的色彩选项和简易的匹配功能, 冠军书桌可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
不同要求便捷调整。

通过专利技术的 “Comfort 舒适” 调高功能, 冠军书桌可省力, 无级, 安全地调整到适合身高不超
过 200 厘米的高度。附带的八个颜色罩可根据个人品味和喜好来变换拉带。拉带也可随时摘下, 
单独存放。

2   分离式可倾斜桌板1   “Comfort 冠军” 调高

9   种时尚颜色

4   超大抽屉

7   Panel 面板 8   Cubic 柜子和坐垫 Pad

6   Side Top 旁桌板5   线缆通道

3   更多: 磁性防滑边条带直尺和放大镜,  
袋挂钩和折叠书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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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式桌板:冠军将人体工程学与有序的空
间融为一体。通过可分开的方案，桌板可部
分倾斜，而另一部分和上边的东西原封不
动。可选择左边或右边倾斜。

超大抽屉：为能方便抓取书桌上的文具， 
而不影响整洁，冠军书桌装有一个超大抽屉，
提供大量存放空间，又能确保活动空间。

线缆通道:最头疼，最占地方的
要数书桌表面乱七八糟的电线。Champion
冠军书桌采用封闭式线缆通道，桌面整洁，
同时给桌子上的所有设备提供电源。

宽敞
Champion冠军带来更大的空间。

除了设计和人体工程学，足够的空间对于好的书桌来说也相当重要。孩子的房间往往都是空间
有限，所以需要采取智能利用空间的解决办法。多年以来，moll针对狭小空间的解决方案为众
人称赞。这些有效的方案甚至能给倾斜的桌板带来足够的使用空间，从而确保学习，阅读和工
作环境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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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工程
冠军书桌随需要调整

工作方式跟人一样各不相同, 因此, 冠军书桌配有三种不同的斜度调整桌板, 按照需要为画画, 
写字, 阅读和游戏提供自由空间。通过桌板前的拉带调整倾斜度达 20°, 轻而易举。

左撇子和右撇子的握笔和视角不同。我们考虑到: 依所选的配置, 桌板可倾斜和固定的部分相
应安排。

左边倾斜: 分离式桌面倾斜, 
最适合左撇子。

120 × 72 厘米, 其中
69 × 52 厘米可倾斜

右边倾斜: 分离式桌面倾斜, 
最适合右撇子。

120 × 72 厘米, 其中
69 × 52 厘米可倾斜

整个倾斜: 整个桌面倾斜。

120 × 72 厘米, 其中
120 × 52 厘米可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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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倾斜 Champion Compact

90 × 72 厘米, 其中
90 × 52 厘米可倾斜

整个倾斜 Champion Front Up

120 × 72 厘米, 其中
120 × 52 厘米可倾斜

灵活多变
冠军紧凑型书桌Champion Compact

有时房间不能为理想的布局提供足够的空间。冠军紧凑型书桌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尽情地发挥
moll人体工程学, 设计与功能的优势。紧凑型书桌比冠军标准版要窄30厘米, 与窄小空间轻松
匹配。将来如果换成大房间, 紧凑型书桌可以通过旁桌板随时加宽。冠军书桌伴随成长 - 随孩
子和空间一同成长, 为各个年龄段提供最佳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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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合理
Champion 冠军让学习环境整洁

刚刚入学时孩子只有几个本子, 然后书越来越多, 后来还有电脑和屏幕。好在以后需要的时候能
轻松地扩展书桌。所有 moll 的扩展, 加装件和配件均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装上使用。

柜子 Cubic: 移动式柜子配有可锁式文具盒, 
2 个抽屉 (DIN A3) 以及8种把手用的颜色。

Cubicmax桌柜:该桌柜可替代Cubic柜子， 
增加了一个抽屉和两个存放格。Cubicmax桌
柜也带脚轮，把手有八种颜色可调换。

坐垫 Pad: 加上软坐垫柜子立即变成了移动式
凳子。座垫套易洗涤, 提供多种迷人的颜色。

旁桌板 Side Top: 可调高, 随意在右边或左
边安装。

面板: 双面背墙可当做粉笔黑板, 水溶 
笔白板或者磁性吸贴板使用。(不适用
于冠军紧凑型)

灵活墙架 Flex Deck: 多功能墙配备 
存物盒, 磁性黑板, 挂钩和光盘盒。

多功能架 Multi Deck: 挡住平板屏幕并防止
书本跌落。(不适用于冠军紧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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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活跃
Champion 冠军给学习增添色彩

风格简洁的冠军书桌白色侧板也可随时更换, 为您提供
七种不同颜色和四种实木侧板作为选择。

侧板 彩色 Color: 七种时尚颜色的侧板由木质纤维 MDF 制成,  
带优质涂漆。孩子使用自己喜爱颜色的书桌, 学习更快乐

侧板 实木 Wood: 四种实木侧板赋予冠军书桌更天然的个性。 
细微的木结构产生美妙的触觉。榉木, 橡木和胡桃木表面油光。 
桦木胶合板 Multiplex 带涂漆。

始终配备:时尚元素。孩子们喜欢斑斓的色彩而
且常常改变自己的颜色喜好，所以我们提供可
更换的色彩元素，为桌脚和拉带调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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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包括: 磁性防滑边条带直尺和放大镜，
袋挂钩和书挡

突显个性
Champion 冠军个性突出

侧板 始终配备

实木带涂漆或油
光表面

MDF 侧板
优质涂漆

红色 粉色 橙色 蓝色 泥浆色丁香木 绿色 白色 榉木 橡木 胡桃木桦木胶合板
Multiplex 
带涂漆

存储空间选择

超大抽屉: 适用于冠军和冠军 
紧凑型

抽屉盖: 用于超大抽屉 管线防尘盖: 适用于冠军和冠军紧  
凑型

柜子和坐垫

款式

冠军整个倾斜: 带磁性防滑边
条, 直尺, 放大镜, 袋挂钩, 和折
叠书挡。

 120 厘米   72厘米 
 53–82 厘米

冠军整个倾斜: 带磁性防滑边
条, 直尺, 放大镜, 袋挂钩, 和折
叠书挡。

 90 厘米   72厘米  
 53–82 厘米

冠军左边倾斜: 带磁性防滑边
条, 直尺, 放大镜, 袋挂钩, 和折
叠书挡。

 120 厘米   72厘米 
 53–82 厘米

冠军右边倾斜: 带磁性防滑边
条, 直尺, 放大镜, 袋挂钩, 和折
叠书挡。

 120 厘米   72厘米 
 53–82 厘米

扩展选项

旁桌板 Side Top: 
 40 厘米   72 厘米

多功能架 Multi Deck: 
 120 厘米   22 厘米   17 厘米

灵活墙架 Flex Deck: 
 120 厘米   30 厘米   63 厘米

灵活墙架 Flex Deck: 
 90 厘米   30 厘米   63 厘米

面板 Panel: 
 120 厘米   6 厘米   22 厘米 

柜子 Cubic:   43 厘米   54 厘米   42 厘米 坐垫 Pad:   43 厘米   54 厘米   4 厘米柜子 Cubicmax:   43 厘米   54  
厘米   88 厘米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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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 Winner: 传统古典的代表, 存储和扩展选项丰富多彩。 
 121 厘米   71 厘米

胜者紧凑型 Winner Compact: 最适合较小的儿童和青少年房间。 
 91 厘米   71 厘米

完整
Winner胜者书桌连带所有配件

选择胜者，即选择更多。胜者是moll的附加值方案。除书挡，直尺和袋挂钩以外，该款moll书桌
还有更多惊人之处。其供货范围还包括一个规整盒，一个大抽屉。胜者书桌有两个基础款式，
胜者Winner和胜者紧凑型Winner Compact。凭借迷人的装饰和超多的扩展可能，胜者轻松
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依房间状况，孩子年龄和身高不同，胜者书桌也可将来扩大，无需拆散。 
胜者书桌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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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
Winner 胜者装点所有空间

胜者书桌为孩子房间带来无限的学习和创造氛围, 适合从儿童到成人期间的所有年龄段,  
身高, 学习方式和房间要求。凭借其丰富的选配可能和优化的细节, 胜者满足个性化需求。

5   超大抽屉4   滑道滚轮: 抬起并轻轻推移

2   倾斜调整: 桌板可无级调整斜度至 
18° 抬起 –制动下降可设置

1   高度调整: “Classic 古典” (手动); 
“Comfort 舒适” (有拉带)

6   灵活墙架 Flex Deck

3   始终配备: 磁性防滑边条带直尺 
和放大镜，袋挂钩和透明书挡。

8   Container Pro 柜子7   Side Top 旁桌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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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自如
Winner 胜者可大可小

胜者始终保持理想的尺寸。可选择胜者 (121 厘米) 和胜者紧凑 (91 厘米) 之间的基础桌面宽度, 
而匹配的灵活性远不止这些。多功能架 Multi Deck, 旁桌板 Side Top 和灵活墙架 Flex Deck 
均可按需要扩展, 胜者配合所有工作方式, 即便是在将来。

灵活墙架 Flex Deck: 多功能墙配备 
存物盒, 磁性黑板, 挂钩和光盘盒。

多功能架 Multi Deck: 挡住平板屏幕并防止
书本跌落。

旁桌板: 可调高，可在左右两侧安装， 
为倾斜桌板增添一个固定的放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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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有序
Winner 胜者带来更大空间

无论是学习, 游戏还是画画, 桌面空间有助于集中精力, 发挥创造性。胜者可选用 Vario Box 
抽屉和超大抽屉, 给文具和游戏用具带来更大的存储空间。通过胜者的 Pro 和 Profi 桌柜, 
即刻满足学校日益增多的要求。

Container Pro 柜子: 桌柜和2个抽屉,  
带缓冲自拉功能及 DIN A3 尺寸横档,  
文具盒可锁闭, 配有实用的分隔, 秘密盒,  
2 个可固定滚轮, 6 种色彩可更换。 
配以坐垫 Pad 桌柜 Pro 即刻当作凳子 
使用。

坐垫 Pad: 加上软坐垫柜子立即变成了移动式
凳子。座垫套易洗涤, 提供多种迷人的颜色。

Container Profi 柜子: 实用的书架可摆放 
文件夹和书, 书架底部可调, 抽屉。技术细 
节与桌柜 Pro 相同。

超大抽屉: 更多存储空间沿着整个桌宽。 
带 2 个泡沫垫及可选规整盒。 

选择覆盖: 用于倾斜桌板的防尘和视觉 
保护。



41Winner

有趣
色彩带来变换

胜者和胜者紧凑书桌交货已配有多种变化的可能。色彩变换为小孩和成人青年所喜爱。 
也可将来后续更换胜者的应用颜色, 十分简便。六种时尚颜色产生更新的快感。 
moll 产品的细节孕育激情。

时尚颜色: 每台胜者书桌均配有6种时尚颜色。 色质: 密胺树脂涂料刨花板经久耐用, 低挥发,  
有白色, 枫木色, 橡木色和榉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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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变万化
Winner 胜者变幻自如

柜子和坐垫

Profi:   43 厘米   54 厘米   88 厘米 坐垫 Pad:   43 厘米   54 厘米   4 厘米

款式 桌腿不同 扩展选项

胜者灵活墙架 Flex Deck:  
 116 厘米   28 厘米   63 厘米

胜者紧凑灵活墙架 Flex Deck: 
 86 厘米   28 厘米   63 厘米

Pro:   43 厘米   54 厘米   43 厘米

 胜者 Winner: 
 121 厘米   71 厘米

“Classic 古典”- 调高: 手动10级
调高。  53–82 厘米

“Comfort 舒适”- 调高: 无级用
拉带调高。  53–82 厘米

 胜者紧凑型 Winner Compact: 
 91 厘米   71 厘米

抽屉, 规整盒，书挡，直尺和袋挂钩

胜者多功能架 Multi Deck: 
 116 厘米   22 厘米   17 厘米

旁桌板 Side Top:    40 厘米   71 厘米

色质

始终配备

密胺树脂色质涂料刨花板

白色 橡木色 榉木色枫木色

存储空间选择

抽屉盖: 用于超大抽屉。



J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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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了然
勇者 Joker 起步

我们的勇者书桌系统旗开得胜, 采用最古典的 moll 细节, 而设计, 质量和功能毫不逊色。 
聚焦细节, 产品和制造, 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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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明快
勇者 Joker 有助学习

明快, 简单和功能性 - 勇者初级款式以配置简化和设计明快而著称: 通过调高,  
调倾斜, 色质选择和不同颜色, 学习环境舒适, 符合人体工程学, 带来快乐。

7   应用颜色

6   坐垫 Pad

8   袋挂钩

1   “Comfort 舒适”- 调高 3   防滑边条2   倾斜调整 

4   笔盒 5   Container Pro 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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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3 种颜色供选择: 白色, 枫木色,  
和橡木色。

Container Pro 柜子: 桌柜和 2 个抽屉,  
带缓冲自拉功能及 DIN A3 尺寸横档,  
文具盒可锁闭, 配有实用的分隔, 秘密盒,  
2 个可固定滚轮, 6 种色彩可更换。
配以坐垫 Pad 桌柜 Pro 即刻当作凳子 
使用。

Container Profi 柜子: 实用的书架可摆放文
件夹和书, 书架底部可调, 抽屉。技术

“Comfort 舒适”- 调高: 无级
用拉带调高。53–82 厘米

使用方便
勇者 Joker 便捷清新

勇者书桌整个卓宽通过弹簧调倾斜装置调整, 可选用旁桌板进行扩展, 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空间
要求。书桌供货已包括六种时尚颜色, 更换十分简便。古典桌面采用白色, 枫木色和橡木色, 勇
者书桌成为真正的多面手。



Joker

模块结构
勇者 Joker 起步轻松

存储空间选择

超大抽屉

款式

勇者: 带笔盒和防滑边条条+书
包勾 

 117 厘米   68 厘米
调高 Comfort 舒适:   53–82 厘米

扩展选项

旁桌板 Side Top:   40 厘米   68 厘米 

柜子和坐垫

Pro:   43 厘米   54 厘米   43 厘米 Profi:   43 厘米   54 厘米   88 厘米 坐垫 Pad:   43 厘米   54 厘米   4 厘米

白色 橡木色枫木色

色质 始终配备

书挡，直尺和袋挂钩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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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挂钩: moll书桌也给书包提供专门的位
置。袋挂钩可随意挂在书桌的侧板上边。 
这样，家庭作业一直在你身边。

直尺:moll的尺子不仅用来画直线。 
直尺带放大镜，内有磁铁，桌面倾斜时可用
作防滑保护。(冠军Champion和胜者
Winner包括)

书挡: moll提供两种书挡: 透明书挡带课程
表夹，字母模子和放大镜；还有一种折叠式
铝合金书挡，可随身携带。

另外包括
moll总是给您更多

好产品和卓越产品的区别往往取决于一些细节。对moll来说，配件都属于标准范围。每台书桌
均配有书挡，磁性直尺和袋挂钩。此外，moll还提供多种时尚颜色，调换十分简便。更重要的
是:moll这些实用亮丽的助手都采用优质，而且自动包括的。胜者更胜一筹。除书挡，直尺和袋
挂钩以外，该款书桌还带有一个规整盒，一个大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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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实用
Champion 冠军, Winner 胜者, Joker 勇者

书挡

透明书挡: 书挡, 课程表夹, 字母模子和放 
大镜。桌板内挂住, 即使桌板倾斜时也 
不会滑落。胜者和胜者紧凑型包括。

折叠书挡: 书挡可折叠, 也可随身带到 
学校。冠军包括。

写字垫 井然有序

电线分管座: 电线分管座使电线始终规整 
“停放”。

规整盒 OrgaSet: 用于写字和画画用具,  
抽屉内或书桌上边。
方便实用: 带打开式胶带座和铅笔刀。

 23 厘米   17 厘米   5 厘米

写字垫:   60 厘米   42 厘米



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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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正好
Scooter 座椅透气性极好

座椅选材优质, 制作精细, 根据身体比例最佳地调整高度深度和靠背,  
Scooter 已成为孩子房间的好伙伴, 满足舒适性和人体工程学方面的最高要求。

尺寸:  70 厘米  70 厘米
坐高: 28–52 厘米
身高: 110–200 厘米
体重: 不超过 90 公斤

4   可另配坐垫和靠背垫, Scooter  
量身定制, 柔软舒适。

2   调整简易: 拉出手柄, 靠背和椅座 
根据自己的要求调整。

5   臂脚座确保椅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   优质网眼布让座椅更舒适, 确保最大的
透气性。

6   椅架由厚壁钢管制成, 座位和靠背采用 
玻璃纤维加固的塑料。

1   符合个人身体比例: 坐高, 坐深以及靠
背的高度, Scooter 能单独进行调整。

7   脚轮带制动，适合硬质和软质地板。可
选用滑件替代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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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联互动
Scooter 细节动人

优质网眼布

白色椅架 坐垫和网眼布操作一看就会 灰色椅架 坐垫和靠背垫

红色 黑色蓝色 

灰色

粉色

橙色

玫瑰红色

绿色 银河 美妙国度

使用按钉，坐垫更换简捷。

垫子:Scooter座椅的坐垫和靠背垫更换简易， 
洗涤容易，有10种鲜艳的色彩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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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考验
Maximo 座椅古典优雅

Maximo 有八种统一和两种色质, 为生活增添色彩。座椅带两个秘密盒, 舒适生动。适合孩子身
体的坐垫确保坐姿正确放松, 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坐高, 坐深和靠背高度可随意调整。

尺寸:  68 厘米  68 厘米
坐高: 28–54 厘米
身高: 110–200 厘米
体重: 不超过 80 公斤

4   椅柱配有实用的把手。

2   垫子窄, 适合孩子身体。坐垫和靠背垫 
更换和洗涤容易, 不需要使用工具。

5   臂宽脚座确保椅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   坐面有缓冲性, 带来更多动态
感和舒适性。

6   可激活停转 TurnStop 功能不
让座椅旋转。

1   跟体型完美匹配:坐高，坐深以及靠背的
高度，Maximo座椅能单独进行调整。

7   脚轮带制动，适合硬质和软质地板。 
可选用滑件替代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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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耐用
Maximo 完美配合

坐深, 坐高和靠背可简易调整 (带刻度)

白色椅架带秘密盒

椅柱带把手

灰色椅架

红色 黑色蓝色 

灰色

粉色

橙色

玫瑰红色

绿色 银河 美妙国度

坐垫: Maximo 座套更换简易, 洗涤容易,  
有 10 种新鲜色彩供选择。

卡口式连接，可便捷更换外罩。

通过停转TurnStop锁定旋转功能
可选择脚轮或者滑件



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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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可靠
Flexlight 台灯日夜伴随

先进的 LED 技术, 高灵活性, 可调光舒适照明, Flexlight 台灯远不止这些。更多附加功能让孩
子眼明心亮。不管红色, 绿色还是蓝色, 智能化的开关键可接受彩虹般的绚烂色彩, 同时还可作
为夜灯使用。等臂配备的U盘接口非常实用, 能给手机, MP3 或者, 平板电脑充电, 满足儿童和
青少年房间日益增高的技术需求。

1   Flexlight 台灯充分满足个人需求和工
作状况: 通过天鹅颈和位于灯座的球形
接合部件, 灯头和灯臂能任意达到最佳
的照明位置。

4   LED 灯尤其省电: 相比 60 W 普通灯泡 
可节省 85 % 的用电。

2   操作传感器按钮可在 100 % 至 5 %  
之间无闪烁, 无级调整灯光强度。

5   灯臂配有一U盘充电器, 为手机, MP3 
和其它电器充电。

6   Flexlight 灯座不需要很多书桌空间,  
将台灯与桌面固定, 也可固定在倾斜的桌板  
(桌板厚度 13 到 23 毫米)。

3   按下开关键变换颜色, 也可作为夜灯,  
因为台灯关灯后它仍然发光（该功能也
可根据需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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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智能
Flexlight 台灯高兴到来

额定光通量: 690 流明
额定耗电量: 10 瓦
额定使用寿命: 25.000 小时
型号: 节能灯
技术: 发光二极管
能效: A – A++

开关周期: 100.000
色温: 3.500 K
起动时间: 即刻达到最大光通量
照明控制: 配有调光功能
尺寸: 灯头 15 × 5 厘米

USB 接口 开关带换色和夜灯功能灯头:40个LED配有调光功能，
照明均匀，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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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表现
实现最佳照明

原则上讲, 自然光线比人工采光更优越。首先应使用可以照亮整个房间的顶灯, 同时利用自然
光线。为减轻眼睛的负担, 最好把书桌放在能目视远方的房间位置。窗前的位置最为理想。

为了优化书桌阅读，建议增加一亮度约为500勒克司的台
灯。Flexlight这种不刺眼的书桌台灯能最大化改善阅读
的舒适性。选择光源位置时，应避免没有物体或者自己
挡住桌面的灯光。Flexlight台灯直接安装到桌板时，尽
管桌板倾斜，光线始终无阻挡照亮。通过Flexlight的灯
座，台灯可固定在自己需要的位置。此外，Flexlight台灯
能照亮整个桌面，为所有工作提供最佳的照明。



人体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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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无缺
学习环境综合考虑，受人喜爱

书桌, 座椅和台灯如果能与身体, 学习方式和房间完美匹配, 这就是自己喜爱的学习环境。 
moll 通过研发和技术使这一组合最佳化, 90 多年来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最佳学习环境,  
成就卓越。跟 moll 一同成长。

座椅: 所有 moll 书桌座椅均可调整坐高,  
坐深以及靠背的高度, 以确保完美符合各种
身材。

书桌: 所有 moll 书桌均可简易调高, 形状,  
功能及色彩能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习方
式和喜好作个性化调整。

台灯:Flexlight 是一款moll台灯，安装到书桌
简易方便，随意变换位置。由此 确保书桌照
明的优化，避免遮光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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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活动
避免坐着不动

moll 为孩子们的健康学习提供优异的功能家具。为儿童和青少年研发的学习环境以当今最新
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同时, 我们建议父母让孩子多动, 最好在户外活动。因为最佳的房间环境
也需要孩子有足够的身体活动来平衡。

理想的孩子房间应吸引所有感官: 眼睛需要自然的光线, 耳朵需要较好的静音效果, 房间里有
适合的温度, 孩子能呼吸到流通的新鲜空气, 感官能触摸到自然物质, 房间为孩子提供平衡和
运动的空间, 合适的家具有益于健康的坐姿, 活动和姿势变换。

一个让孩子喜欢的房间: 学习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随着孩子的需要和要求不断提高, 家具
也应能灵活适应各种变化。尽可能将书桌放在窗子旁边, 以便阳光从侧面照射进来。同时孩子
在学习时, 能随时看到窗外风景, 激发孩子的视觉。

孩子们向来喜欢并且需要”感受感觉”, 尤其是那些与身体感官有关的感觉, 比如平衡感, 肌肉和
运动感。诸如荡秋千, 平衡木, 摆动和登山等各项活动刺激着正在发育的感觉器官, 从而为孩子
的身体健康, 心理发育, 精神需求以及社交发展奠定基础。由于许多孩子呆在房间里的时间越
来越长, 因此, 阳光和新鲜空气, 特别是 “动态坐姿” 带来的运动刺激就变得十分重要。

人体工程学专家 Dieter Breithecker 博士
德国联邦坐姿与活动促进协会 (B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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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的高度应该是：座位前缘的高度相当于
下膝盖点的高度。正确的坐下高度是：大腿
和躯干之间略微张开（张开角度大于90°），
脚能完全接触地面。

为保证眼手间的正确距离，避免出现背部和颈部疼痛， 
也应当注意桌板倾斜的调整符合不同的学习和工作任务。 
 
建议最佳姿势角度: 
绘画和类似活动时的角度为 0 – 5° 
写字角度为 8 – 12° 
阅读角度为 15 – 20°

座椅前后进行调整，使大腿部分免受座椅前
缘的压力而留有多余空间。座椅前缘和小腿
之间的距离应相当于四个手指的宽度。这样
可以更好地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

第三步是调整靠背的高度。调整靠背应注意
肩部以下受靠背支撑。这样能减少背部的负
担，背部向后靠时受到整体支撑。

书桌高度的调整通过把手臂放到桌子上来检查。正确的设置是： 
手臂的弯度稍微大于 90°。这样能减轻身体负荷，以便颈部肌肉 
得到放松。

重在调整
桌椅与身体条件的完美结合

人体工程学的意义在于，把身体负荷减少到最低程度，不强迫身体采取哪种姿势。 
当书桌完全符合孩子身体条件时，某种姿势的害处以及背疼头疼会得到有效的预防。 
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身体放松地学习。调整先从椅子做起。接下来调整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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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妥协
学习和工作场所与健康，乐趣和成就息息相关。

在可操作性和安全性方面不要打折扣，高要求总是好的。这一点尤其适用学习场所的设计和布局。
简单地说，首先是桌椅应使用方便。使用简便也包括调高，调倾斜，还有加装扩展的可能。

让孩子远离危险源也同样重要。青少年使用的家具应避免尖利的棱角和被夹住的危险。 
请注意通过检测的安全性标识，如 GS 或者 TÜV，还有证明符合人体工程学和使用安全的产
品认证印章。

未来的家具大有前途高质量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它决定保值，也保证桌椅家具带来长久的
使用乐趣。采用优质材料，无危害性挥发对青少年家具来说是必须的。选购时请您也注意产品
荣获的奖项，如蓝色天使称号。该奖项是绿色环保的最好证明。

环保测试杂志就正确选择孩子书桌座椅写道：“售价便宜的产品在本次评审中表现糟糕，建议
您宁可多花点钱选购较贵的型号，请您关注能 “伴随孩子成长”的家具，这样才物有所值。建议
通过专业销售渠道购买，而不是网购。至少应让孩子在专卖店先坐着椅子亲身感受，把全部调
整功能都试一遍。”

检查清单
购买选择和决定 ...

  ... 常规选择

    家具的安全性如何(需带有GS-标识)？

    生产商提供多种表面材料？

    是否提供加扩配件保证？

    产品是否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 
是否通过独立机构检验(如AGR背部健康)？

    产品组装是否便捷？

    从哪里可以查询到产品的原产地？

  ... 座椅选择

    座椅能至少承重90公斤？

    座椅调高范围足够吗(30厘米至最少52厘米)？

    能把靠背尽可能无级推到肩膀以下吗？

    座深能否调整？

    所有设置能否单独进行调整并完成？

    靠背是否能跟脊椎骨形状相匹配？

    座椅是否配有足够大的脚座，以避免翻倒？

    坐垫是否能更换，坐垫罩能清洗吗？

    座椅是否可移动并支持动态，即便是变换不同的坐姿？

  ... 书桌选择

    调高范围足够吗(至少55厘米至80厘米)？

    调高是否能由孩子便捷独立地完成？

    桌板学习面积是否足够大(至少60厘米深，115厘米宽)？

    书桌桌面可调倾斜度至少能达到16°？

    是否能使用加装桌板将桌面扩展？

    操作装置是否简易可行？

    危险源是否被有效排除(无棱角，无夹住危险)？

    书桌是否提供足够的可能用来放置笔和文具等？

    书桌生产商是否能提供补充性并且适合的存储空间家具？

    书桌有其它特殊装置吗(书挡，书包挂钩等)？

    书桌在室内能否轻松移动？

    书桌是否能根据地面凸凹进行调整，而不会晃动？

  ... 台灯选择

    台灯能任意安装在书桌上并能转动吗？

    台灯适合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使用？

    灯头可以旋转并且灯臂可以往不同方向移动么？

GS 标识
moll 产品通过受认可的检测 
机构针对安全标准的检测。

Blauer Engel 蓝色天使
moll 产品通过环保和健康 
产品的综合认证。

AGR 背部健康运动
moll 产品荣获背部健康称号。

专利
moll 研发实力雄厚。 
多项创新成果受专利保护。

产
品

a

产
品

b

产
品

a

产
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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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精良
材料和布料

▪ 原料: 100 % 阻燃聚酯材料。

▪ 色料: 不含重金属色料。

▪ 环保: 采用 100 % 可回收聚酯材料。环保并通过 Oeko-Tex® 100 有 
害物质标准检测。

▪ 重量: 260 克/平方米 ± 5 %

▪ 耐磨损性: 50.000 马丁代尔磨损度。

▪ 防火性: BS 476 Part 7 Class 1, BS 476 Part 7 Class 0。

▪ 色牢度: 6 (ISO 105 - B02:2013), 通过 BS 2543:1995/2004 检测。

▪ 耐磨性: 湿: 4, 干: 4, 通过 BS 2543: 1995/2004 检测。

▪ 清洁: 定时吸尘。脏污时用湿布擦拭, 或使用柔软剂 40° 柔和洗涤。 
请注意标签的保养提示。

▪ 刨花板: 密胺树脂色质涂层, 不同厚度。

▪ MDF 木质纤维板: 涂漆, 不同厚度。

▪ 木料符合 /EN 312/ 及 /EN 14322 E1等级 
甲醛类:CARB II标准符合更严格的临界值，E1根据 
EN 120检测方法及当今认知水平，确保正常合理 
使用不会损害健康。

▪ 表面色质: 通过耐磨, 耐涂, 耐裂纹, 耐碰撞及烟头 
的测试, 测试依照 EN 14322。

▪ 实木板: 桦木, 榉木, 橡木或胡桃木, 涂漆或上油,  
通过 DIN EN 13353 及 DIN EN 13017-2 测试。

▪ FSC 认证: 实木作为天然原料来自可持续性森林林业,  
保护并负责地使用木材。

▪ ABS 边条: 热塑性材料具有卓越的材料及使用特性:  
耐冲击, 机械和耐温强度大。

▪ 色素和面漆系统: 紫外线硬化漆, 水溶性尤其环保,  
通过 UZ 38检测和认证。

铝色

白色 榉木
不适合 Winner  
胜者紧凑型

枫木 橡木

红色

粉色 橙色 蓝色 泥浆色

丁香木 绿色白色

榉木 橡木 胡桃木桦木胶合板
Multiplex

红色

黑色

蓝色

灰色

粉色

橙色

玫瑰红色

绿色

银河 美妙国度

架构板: 密胺树脂色质涂料刨花板

Winner 胜者和 Joker 勇者的色质:密胺树脂色质涂料刨花板

Champion 冠军书桌侧板: 涂漆木质纤维MDF或实目 布料



5 年质量保证
moll 为所有产品提供5年质量保证。

5 年售后保证
moll 为很多配件提供5年售后保证。

GS 标识
moll 产品通过国际认可的检测机构针对安
全标准的检测。

Blauer Engel 蓝色天使
moll 产品通过环保和健康产品 
的综合认证。

背部健康运动
moll 产品荣获背部健康称号。

made in Germany 德国研发制造
moll 产品均在德国研发制造,  
生产符合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

专利
moll 自己研发产品配件。多项创新成 
果受专利保护。

组装快捷
moll 产品包装合理, 以满足快速便捷 
的组装要求。

CARB II
moll使用的木料满足CARB II有害物质控制
标准的要求，该标准规定按照EN 120检测方
法得出的结果要比E1标准更严格。根据当今
认知水平，由此能确保在正常合理使用情况
下不会损害或影响人的健康。

电气电子设备法
moll产品都根据电气电子设备法的要求作了
注册。批发商和专销店卖出新设备的同时，
必须免费回收相类似的旧设备。

联系方式
moll Funktionsmöbel GmbH 

功能家具有限公司
Rechbergstraße 7

D-73344 Gruibingen 德国

电话 +49 (0) 7335 181-180
info@moll-funktion.de
www.moll-funk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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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查阅 www.moll-funkti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