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承诺
KEEPING OUR PROMISE

在KIAN，我们相信品牌值得更好。凭借超过37年的行业经验，我
们对市场需求和趋势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为客户提
供最好的产品。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成就今天的我们——全球知名
品牌的领导者。我们致力于KIAN品牌的承诺。

KIAN的品牌承诺包括三个方面：

我们的品牌承诺源于我们的核心结构。经过了多年的积累技能和
专业知识，建立了我们KIAN哲学。缺少其一，我们的结构就会松
散。我们核心的三大支柱:文化、质量和准时交货，我们努力将这些
价值观铭记于心，并引领客户与我们一起走过这段旅程。

近年来，我们的地球一直遭受环境污染。通过努力改变我们的思
维模式，我们可以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开始使用100%
从海岸线回收的塑料制造一些家具。KIAN不仅从产品的角度出
发，我们还致力于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上做出更环保的改
变。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多小，都会为未来更光明的康庄大
道上产生影响。

我们一直在寻找让我们的客户生活更便利的方式。KIAN的全方位
解决方案包括利用先进的技术、物流、材料和流程来节省成本、维
护、时间和空间。我们总为您多想一步。

KIAN的原创家具由国际获奖设计师专门为KIAN打造。KIAN产品
由我们工厂的高品质材料制造，每一款原创设计的产品都需要满
足稳定性、耐用性、人体工学和美学等重要要求，并且出厂前必须
通过我们严格的质量标准。

永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全方位解决方案 Intelligent Solutions

原创设计 Origi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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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优秀的、行业经验丰富的员工，我们珍视他们的个人才
能和团队力量。KIAN致力于与我们的供应商和客户达成彼此之间
建立真诚的关系。我们怀着对卓越成就和专业服务的承诺，努力
积极养成可靠的团队。

质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妥协的基本。为了不辜负客户对我们
品牌的信任，我们确保每一件出厂的产品达到最高标准的。我们
只使用最好的材料和最新的制造技术，精心制作每一件产品，以
客户的利益为中心。

时间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理解赶上交期的重要性。为了确保我
们的客户的计划不会延迟，每一次KIAN总是努力准时交货。由于
我们的全球站点和本地服务，我们能够以最快和最安全的方式将
我们的产品送到您的目的地。

文化/团队 Culture / People

质量   Quality

准时交货   On-Time Delivery

华伦西亚的KIAN设计工作室



KIAN  
设计工作室
这一全新的概念将向您传达KIAN生态系统理念，无论您身处何
方。我们最近将成立KIAN设计工作室，旨在邀请国际合作伙伴建
立一个无忧无虑、不限地点的KIAN展示空间。 

工作室的成立将运用我们全球的制造能力及中国和越南的库存
中心。通过这一工作室，您可即时访问我们KIAN流行原创设计品
的储备量，以能够满足任何垂直行业方案的需要。不必担心供应
不足，产品已送达您的家门口，甚至不用等到送达，您就可以立即
开始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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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打算将品牌及营销材料库纳入KIAN设计工作室的规划中。
通过目录簿与图片册，或者社交网络与电子邮件营销（EDM）等销
售渠道，您可以出售我们的各类产品。为加快您的业务创建过程，
我们甚至可以提供展厅布局和视觉模板。

但此时此刻，KIAN设计工作室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并计划纳入更
多的优惠政策。如您有兴趣加入KIAN生态系统，请联系我们。我们
非常高兴为您提供帮助！



我们永续发展的露华椅，及我们全新的永续发展作品“120椅子”，
现在有三个充满活力的新颜色，以供出售。我们与Plashaus公司
的合作伙伴合作，用丹颜红、砂砾白和玛瑙黑制作了可回收的海
洋塑料颗粒。增添这些新颖的、令人兴奋的颜色，将使我们的可持
续利用椅能够更好地搭配各种场景。  

KIAN永续发展椅子系列产品全新配色   

新的十年,
KIAN和永续发展
自上一届2019年中国国际家具展开启我们迈向永续发展的步伐
以来，我们永续发展的露华椅赢得了世界各地客户的赞誉和掌
声。露华椅由可回收的海洋塑料制成，出自DannyFang之手，我们
这款获奖设计在行业内激起了巨浪，并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拯救
我们的海洋和地球的必要性的认识。在迈向下一个十年之际，我
们计划通过介绍我们对新的环保意识努力的成果，继续在资源合
理利用的旅途中前进。 

丹颜红 砂砾白 玛瑙黑

进一步了解我们永续发展历程背后的故事。
扫一扫，阅读关于“我们迈向永续发展的步伐”的博客。

海洋塑料 聚丙烯
注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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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再次向您介绍可回收的海洋塑料，并非作为一个椅子，
而是令人兴奋的新事物。通过探索美丽的海洋，采用100%回收利
用的海洋塑料制成的纤维编织而成，我们恰如其分地将其命名为
可持续利用的环保面料系列。海洋已获得全球回收标准（GRS）认
证，这意味着您可以放心采购这一纤维制品。

将它与来自越南库存中心的可持续利用的木材椅子匹配起来，以
创造出完全可持续利用并且环保的家具。 

随着我们在未来十年中进一步实现永续发展，KIAN已经开始从越
南库存中心采购永续发展的木材资源，以生产我们的木椅。我们
在印度尼西亚有值得信赖的永续发展木材的供应商，在越南也有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木材供应商。这些公司确保他们的
木材来源接受责任管理，不存在会损害环境的过度砍伐的现象。

直接从海洋获取的布料 

来源可靠并且永续发展的木材  

> > >

收集 
塑料垃圾

清洗
塑料薄片

回收 
海洋塑料

变成了
可持续的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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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able 是 ShadeCraft Robotics公司的最新产品，适合任何户
外环境。它内置360度公放蓝牙音箱，可无线和USB充电，让你完
全沉浸在喜爱的音乐中，而不用担心你的设备的电池寿命。

Suntable通过其太阳能面板桌面自我维持，易于组装。安心坐下，
放松和重新享受便利的户外生活。

• 太阳能桌子 

• 内置360度蓝牙音箱 

• 无线充电与USB充电端口

• 安装简易

类似Sunflower，ShadeCraft Robotics的Blossom也有很多智能
功能，将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享受户外活动。它通过太阳能电
池板收集储存太阳能，为支持Blossom提供智能功能，如无线充
电，语音启动装置和自动关闭系统，相比于Sunflower, Blossom
的独特之处是选用高级物料。Bloosom装配特有的高级木材高性
能面料，给Blossom添上了符合高端市场外观和感觉。 

• 高端智能户外用品 

• 太阳能可再生能源 

• 独有材料专为高端市场准备

Blossom 遮阳伞 ，ShadeCraft Robotics 制造

太阳能智能遮阳伞 
为极致而造 

太阳能桌子可无线充电



扫一扫，下载我们库存中心的传单，
从中国和越南的中心处获得完整的产品列表。 

120 椅 

布洛 椅 依丽思 椅

以我们的库存中心产品为特色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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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 椅 

丹娜 椅歌德 椅 



多年来，KIAN一直服务于全球合同市场，为客户提供原创设计和全方
位家具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久经考验且值得信赖的品牌，我们在为酒
店、餐厅和咖啡馆（酒店餐饮行业，简称HORECA）提供合适的家具装
饰方面是专家。客户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订购然后我们交货，从而
节省他们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享受合约质量的家具服务。如果您需
要我们为您的酒店餐饮行业定制设计，请发送电子邮件至我们的邮箱
hello@kian.com.cn了解更多信息。

想要了解我们酒店餐饮行业家具系列背后的天才设计师，以及他们的
最新设计，请您浏览下面的页面。

值得您信赖的
酒店餐饮行业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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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部分客户: 



看一看为KIAN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的设计师们。

我们的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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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URA ADACHI

樱花的盛开标志着新的开始   

ENRIQUE MARTÍ

设计总监 
Enrique Martí工作室创始人，工业设计工程师，获得西班牙卡德纳尔
埃雷拉大学设计和产品开发专业硕士学位。至2006年，曾在Andreu 
World SA 工作9年，担任设计与技术部门的产品经理。Enrique在家
具行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对市场需求有着的深入了解。

从日出之地到意大利半岛，Sakura Adachi是一名工业设计师，在她
的领域有着杰出的背景，获得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工业
设计专业硕士学位。目前，她在米兰成立了Sakura Adachi设计工作
室，并与众多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工作室和制造商如Atelier Bellini设
计工作室和Alessi等合作。她独特的设计以其概念和工艺相结合，赢
得了国际关注，甚至被授予了“红点”设计奖。

1514



KIAN为每个场合都提供了合适的座位解决方案。

从扶手椅到酒吧椅及躺椅，您可以从我们最新的室内和室外区域的原创设计中挑选。

座位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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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罗佩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该系列采用坚固的钢结构，装饰豪华，
凭借大体积和大胆的比例清晰地再现了新艺术风格。这种艺术和功
能的结合，催生出了一种真诚、舒适及多样化的家具选择，甚至能够
满足最苛刻的期望。   

• 奢华的新艺术风格 

• 铁架结构

• 可提供为椅子、扶手椅、躺椅、酒吧凳和长凳 

罗佩 ROPE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罗佩 扶手椅

罗佩 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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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商用椅子

• 曲木板座椅和靠背 

• 铁架框架  

顾名思义，这款弗洛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细长的钢框架，营造出一种
座椅和靠背自由“浮动”的感觉。通过巧妙地将这种极简主义的外观
与传统的北欧设计结合在一起，弗洛达到了它的目标，成为一个多功
能的商用椅，将给任何设置以连贯的外观呈现。   

弗洛 FLOAT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弗洛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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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派是一个快乐和愉悦的集合，可以活跃在任何空间的情绪。受柳条
篮子主题的启发，桌子中间放了一个饮料冷藏桶，鼓励人们聚在一
起进行愉快的交谈。当不需要冷藏桶时，人们只需用一个小的圆形盖
子盖住它的孔。为了更具装饰性，这个水桶也可以用来盛放鲜花或植
物，来装点桌子。  
   

• 灵感来自于柳条篮子的主题 

• 快乐和愉快空间的理想状态 

• 对中间的饮料冷藏桶的可选 

康派 KANPAI 
由 Sakura Adachi 设计

康派 大椭圆桌子

康派 圆桌



传统的铝制木椅的理念在爱德拉中被重新设计。拥有柔和的圆形边
缘并提供更多额外舒适的各方面，这款具有经典的外观的堆叠式椅
子是所有户外露台的稳操胜券者。它的靠背和座椅采用坚固耐用的
柚木或木制艺术品。爱德拉简单的设计轻松使其成为了一把甚至可
用于室内的通用椅子。

• 室内室外通用的椅子

• 靠背和座椅采用坚固耐用的柚木或仿木 

• 可提供为椅子，扶手椅及酒吧凳

爱德拉 ADELA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这把“宝石”般的椅子是对它所用木材的高度敬意。挪迪扶手椅涵盖
了所有珍稀木材的特点：木材的自然之美，它充满野性的外表和友好
的力度，以及它柔软的触感和柔软的怀抱。软垫座椅会让人更加舒
适。由实心橡木制成的挪迪，现在也开始由更适合户外使用的柚木制
成。

• 实木

• 可提供的实木橡木或柚木框架

• 软垫座椅

挪迪 NORDIC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挪迪 扶手椅

爱德拉 椅

爱德拉 扶手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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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手工制作的篮子满足了人类在多方面中的需求：从储存食
物到养育婴儿到诱捕鱼类。它们圆圆的形状是符合当代设计的篮子
椅的灵感来源。框架可选用不锈钢或软钢制成，靠背和座椅用于户外
可选用聚乙烯柳条，或者用于室内，可由织布机制作。这款令人愉快
的椅子以其舒适性、吸引力强大和易于适应几乎任何环境而著称。现
在也可作为酒吧凳。
 

• 引人注目，可根据需要调整

• 用仿籘或用织布机制作，具有不锈钢或铁框架

• 可用作椅子和酒吧凳

篮子 BASKET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篮子 吧凳

篮子 椅



这款椅子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大。正如它的名字所示的，Gajah椅
(Gajah在马来语中的意思是“大象”)提供了一个的深座位和宽
大的背部，还有两个翅膀，类似于大象内扣的耳朵。这款椅子放
在榉木或橡木框架，而沙发则配上铁框架。

• 室内椅子

• 空间充裕的座椅

• 软包座位和靠背

• 可选择榉木或橡木框架，铁框架休闲椅    

佳期 GAJAH

简约的北欧设计描述了Pinna系列椅子。放松地坐在舒适的
Pinna椅子，四周有软垫的包围，靠背和一个固定的靠垫。精
致、锥形的榉木或橡木腿突出了椅子的优雅。Pinna是一个容
易适合任何餐厅风格，无论是现代，复古，高科技，浪漫或乡
村。

或沉浸在舒适的休闲椅版本。躺椅版本的随意风格使它恰好
在会议室以及酒店大堂和房间里。

• 可选择椅子或休闲椅

• 合适会客厅和餐厅使用

• 榉木或橡木框架和椅脚

琵娜 PI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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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期 躺椅

琵娜 躺椅

佳期 椅

琵娜 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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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博和贝塔是根据对未来流行趋势的构思出来的。它们都使用了定
型发泡海绵技术内胆，提供非凡的舒适感，但他们的设计就像黑夜和
白天。贝博诠释圆滑，感性和柔美，唤起了幻想的感觉。Bebo从五六
十年代的设计中汲取灵感，这个时代正在慢慢地回归流行。

• 感性和柔美设计

• 定型发泡海绵坐垫 

• 贝塔姐妹设计 

贝博 BEBO

贝博 椅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由 Hans Thyge & Co设计

由 Hans Thyge & Co设计

在贝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和华丽的设计，贝塔是减少了延伸和更多
的实用主义，散发出一种轻松，极简的外观，平衡的形状是关键。贝
塔是一个抽象的四分之一的球体，使其个人空间和新鲜的现代，是最
新的潮流趋势。

• 平和与休闲设计

• 定型发泡海绵坐垫

• 贝博姐妹设计

贝塔 BERTA

贝塔 椅（雪橇腿)

贝塔 椅-4脚（软钢)

由 Enrique Martí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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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我们的客户



信任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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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美乐 厦门-囍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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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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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姆咖啡 佛山-美的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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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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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佰百鸡 北京-国贸太平洋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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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是哪里？
如果您错过了上次的国际家具盛会，不要沮丧，来参加本
次展览吧！我们会参展更多即将到来的展览，所以请您到
我们的展位来看看我们最新的设计。

www.kian.com.cn
www.kian.com.cn

下载我们最新的目录/报刊

微信公众号

马来西亚 ∙ 大中华区 ∙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 柬埔寨 ∙ 泰国 ∙ 越南 ∙ 菲律宾
美国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印度 ∙ 拉丁美洲 ∙ 西班牙 ∙ 土耳其 ∙ 阿联酋 ∙ 埃及 

届时再会!

WORKSPACE 2020
2020 办公空间与设施管理展览会
上海
8月31-9月2日, 2020

HOTEL PLUS 2020
2020上海国际酒店及商业空间博览会
上海
8月12-14日, 2020

FURNITURE CHINA 2020
2020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
上海
9月8-12日, 2020

用FSC认证的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