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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您前行
相关研究以及数十年的客户反馈信息显示在工作时能够自由移动有
助于增进健康，提高工作效率，让客户的工作态度变得更积极。在 
Ergotron，我们的使命始终聚焦于将静态的工作场所转变为有活力
的动态环境，增进客户的健康。这是指在人们工作、护理其他人
时，或在学习或授课时帮助他们消除一些障碍，从而顺畅移动，高
效学习和工作。

无论是在办公室、家庭、医疗还是教育环境中，Ergotron 都能凭借
其行业领先的专业级产品来赢得客户的尊敬。我们的人体工程学移
动解决方案专为高标准的商业客户而设计，坚固结实，经测试证明
具备卓越性能。

我们将始终根据客户提供的宝贵见解，不断改进我们的产品。您的
意见或建议对于我们发展产品而言十分重要，您是我们的忠诚客
户，让我们共同成长！

感谢您一如既往地信赖 Ergotron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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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站两用式工作站 
最全面的产品系列，让用户获得最满意的适配效果 

我们的产品助力提升移动式企业文化，倡导有利于雇主和员工的活跃工作模式，让人们
更舒适、更灵活地工作，提高工作配合度。 

显示器安装方案 
舒适体验触手可及

在繁忙的工作日中，可坐可站的灵活工作模式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利用 Ergotron 的显
示器支臂，您可以更高效、更健康地工作。 

我们的工作方式已改变，因此各个公司需要在办公空间的打造上投入更多精力，以满足每一代员工的需求。通过
移动，Ergotron 消除了一些限制因素，将久坐不动的办公环境变身为活跃的空间，从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并
持续获得良好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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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标准：WorkFit-TX 
WorkFit-TX 经过精心设计，让用户开箱即可使用，先进的人体工
程学技术；由于采用 X 形提升装置，这款产品适合更多用户，X 
形提升装置可紧靠办公桌折叠，让显示器与键盘、以及托架之间
保持适当的间距。这款极低的坐-站工作台，配有高度可调的向后
倾斜式键盘，键盘位于工作面下方，为用户带来绝佳的坐和站的
体验。

升降 50.8 cm

承重范围 18.2 kg

工作台面尺寸 81 x 68.5 cm

键盘托架尺寸 71 x 20 cm

产品型号/颜色
33-467-921 / 黑色

WORKFIT 坐站式桌上桌 
每个人、每个工作场所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Ergotron 的 WorkFit 坐站两用式
产品系列提供最全面的款式、尺寸和配件选择，帮助各位员工找到最适合他们自
己的工作方式。轻松地在坐站姿势间转换有助于各位用户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方
式，从而有效激发他们的工作能量，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办公桌升级方案

合适的角度设计打造出高效工作空间： 
WorkFit Corner

充分利用各个角落空间！WorkFit Corner 站立式办公桌转换器
利用合适的角度设计让闲置的空间变身为高效的工作空间。这款
产品可提供更多的工作台面，并且提供 WorkFit 系列中最大的键
盘托盘。带有凹口的工作面可紧贴呈 90 度外观的立方体或办公
墙，充分利用之前放置杂物的狭小空间。

升降 38 cm

承重范围 15.9 kg

工作台面尺寸 91.4 x 60 cm

键盘托架尺寸 91 x 33 cm

产品型号/颜色
33-468-921 / 黑色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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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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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升级方案

木纹处理表面：WorkFit-Z Mini 
升降 31.8 cm

承重范围 11.3 kg

工作台面尺寸 78.7 x 40.2 cm

键盘托架尺寸 62 x 23 cm

产品型号/颜色
33-458-917 / 鸽子灰

保修 
2 
年

WorkFit 显示器套件

轻型单显示器套件 重型单显示器套件

双显示器套件 LCD 与笔记本套件

大型工作台面：WorkFit-TL
WorkFit-TL 将日常办公室灵活变身为动态、充满活力的工作场
所。利用这款坐站桌面转换器用户无需使用工具，便可轻松地进
行调节，大型工作台面可支持重达18.1kg办公物品和显示器。这
款产品可直接上下移动，从而提高稳定性，让您的空间保持宽敞、
舒适。

升降 38 cm

承重范围 4.5–18.1 kg

工作台面尺寸 95 x 58.4 cm

键盘托架尺寸 69 x 28 cm

产品型号/颜色
33-406-085 / 黑色  

办公室
WORKFIT 桌面型办公桌转换器采用开箱即
用设计，让您在片刻内转换成站立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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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桌夹式办公桌转换器

带工作台面的 WorkFit-S
这款高度可调式坐站两用工作站易于安装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不论您是

坐着，还是站立，都能为您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站。

常规 LCD 尺寸 轻型单屏 27″

常规 LCD 尺寸 重型单屏 30″

常规 LCD 尺寸 双屏 ≤ 24″

升降 请登录网站

承重范围 请登录网站

工作台面尺寸 58.5 x 38 cm

键盘托架尺寸 68.5 x 22.6 cm

产品型号/颜色
轻型单屏 33-350-200 / 黑色  
重型单屏 33-351-200 / 黑色  

双屏 33-349-200 / 黑色  
双屏 33-349-211 / 白色  

办公室

穿孔安装
97-649-085

小型 CPU 固定座 
80-063-200 黑色 

转角型键盘托盘 
97-898 黑色

双显示器，双铰链弧形装置  
98-101-009 黑色

WorkFit-S 配件

WorkFit 配件

抗疲劳地垫
Neo-Flex 大型  98-076

WorkFit 大型  97-620-060
WorkFit 小型  98-080-060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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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安装式办公桌转换器

灵活的设计：WorkFit-LX
拥有 WorkFit-LX 坐站两用式工作站，您可以在坐着或站着时准
确选择放置显示器（甚至是大屏幕！）和键盘的位置。模块化和
灵活的设计适合任何空间，同时提高您的人体工程学舒适度。

常规 LCD 尺寸 ≤ 42″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LCD 3.2–11.3 kg

承重范围 键盘托 ≤ 2.2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05-026 / 抛光铝 

办公室

完整的办公桌

创新式电脑推车： WorkFit-C 
升降 63.5 cm

承重范围 轻型单屏 ≤ 11.3 kg

承重范围 重型单屏 ≤ 14.7 kg

承重范围 双屏 ≤ 14.7 kg

工作台面尺寸 60.6 x 58 cm

产品型号/颜色 
轻型单屏 24-215-085 / 黑色和灰色  

重型单显示器 24-216-085 / 黑色和灰色  
双显示器 24-214-085 / 黑色和灰色 

让高个子用户开心地工作： WorkFit-SR
利用 WorkFit-SR 顺畅移动，打造您专属的工作空间，以符合人体
工程学的舒适姿势高效工作。将工作台面/键盘托盘和显示器枢
轴调整到新高度，让高个子用户满意、开心地工作。显示器和工
作台面可单独调整，以满足个人需求。在您坐着的时候，集成式
托盘紧贴您的桌面，与桌面融为一体。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单个
升降 请登录网站

承重范围 ≤ 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双显示器 33-407-085 / 黑色
双显示器 33-407-062 /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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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体验：  
WorkFit Elevate™ 壁式工作台

WorkFit Elevate壁式工作桌助力您提升健康水平和提高工作效率，促
进协作。这款现代化的壁式工作桌可充分利用空间将其变成灵活的工

作站，不仅适合个人工作，还可促进协作，适用于医护工作空间、办公室
公共区域和更多场景。桌面高度可调节，轻松从坐姿切换为站姿，整个 

BIFMA 高度调节范围达 66 cm，确保工作舒适度。可折叠桌面可腾出更
多空间，交货时已组装完毕，安装更轻松。

升降 66 cm

承重范围 ≤ 18.2 kg

工作台面尺寸
宽 71 cm
高 103 cm 
长 55 cm

产品型号/颜色 
24-804-S893 / 雪白和曼多塔枫木

24-804-S894 / 雪白和胡桃木 

壁挂式工作站

Elevate 引擎（雪白）搭配两种可
选木纹层压板

胡桃木色 曼多塔枫木色

办公室
保修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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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新工作体验
TRACE™ 创新显示器支架能够根据每位员工的人体工学需求进行调适，以便员工在家中或办公室打造灵活的工作空间，从而实现

用户和任务之间的自由切换，有利员工健康活动，不仅生产高效且更具协作精神。 

17

办公室

保修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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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下一动作：  
带桌面夹的 TRACE 显示器单支架

这一创新式支架根据每位用户的理想工作方式和感受来进行调节，打造
符合人体工学的灵活工作区域。

常规 LCD 尺寸 21.5–38″

升降 28 cm

承重范围 3–9.8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630-216 / 白色

45-630-224 / 哑光黑

带桌面夹的 TRACE 显示器双支架
常规 LCD 尺寸 21.5–27″

升降 28 cm

承重范围 3.7–9.8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631-216 / 白色

45-631-224 / 哑光黑

运用 Technology of Movement™专利技术，提升工作区的舒适度、 
协作度和生产效率

工作日的高效和舒适取决于员工的个性化设置——令员工能够自由调整出理想的工作状态。TRACE 通过追踪个人至多人协作的路
径，始终能回归自然原始位置，给用户带来便利。 

运用获得专利的 Constant Force™ 的智能调节可将屏幕定位在符合人体工学的高度，无论是单人还是共享工作区域均可确保舒适
的办公感受。内置线材管理采用小巧底座，减少杂乱，从而保持工作区域的整洁。其灵活的设计可适应未来的技术变化或新用户偏
好，从而保障您的投资物尽其用。

外部指引系统

竖向线材管理

侧臂 
+线材管理

办公室

钳夹套件 转换套件

薄型 
98-490-224 (哑光黑)

薄型 
98-490-216 (白色)

穿孔 
98-492-009 (哑光黑)

单 
47-109-224 (哑光黑)

双 
47-110-224 (哑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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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我们最受欢迎的显示器支臂 
我们的专业级显示器支臂可以让任何工作区域变得更舒适、高效且宽敞。质量
要求严格，高于周期、负载和倾翻测试的行业标准，创造出适合在您的办公室
中使用的高质量、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并且经久耐用的解决方案。

基于创新的机械弹簧技术轻松无敌调节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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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高级，创新式设计

桌面安装显示器支臂

新一代的工作和娱乐体验： 
HX台式显示器支臂带重型转轴 

我们的明星产品HX台式显示器支臂，配合HX重型角度转轴， 
为游戏玩家和办公人士创造身临其境的超宽屏曲面显示器观看
体验。

常规 LCD 尺寸 ≤ 49″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适合厚15.2-30.4厘米、
重12.7-19.1公斤的宽屏
曲面显示器。

产品型号/颜色
45-647-216 / 白色  

45-647-224 / 哑光黑 

HX 重屏角度转轴
加装至HX台式或壁挂式显示器支臂，大型显示器倾斜+15/-5度。

常规 LCD 尺寸 32–49″

仰俯角度 +15° / -5°

承重范围 12.7–1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98-540-216 / 白色

满足您的需求：HX 办公桌支臂 
使用 HX 办公桌显示器支臂，您可以重新定位重达 19kg 的大型显
示器，同时通过流畅的设计增强你的工作空间的时尚感。添加双
显示器或三显示器弓形套件，以增加屏幕数量并提高工作效率。
您的显示器停留在工作区内，旋转止动件将范围限制为 180°。

常规 LCD 尺寸 ≤ 49″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9–19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75-026 / 抛光铝材质  

45-475-216 / 白色 
45-475-224 / 哑光黑 

HX 桌面式双显示器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32″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2.3–8 kg 每个显示器

产品型号/颜色 
45-476-026 / 抛光铝 

45-476-216 / 白色   
45-476-224 / 哑光黑   

HX 三显示器套件
将 HX 支臂升级以固定三个显示器。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1–4.6 kg 每个显示器

产品型号/颜色
98-009-026 / 抛光铝  

98-009-216 / 白色  

随附：标准 2 件式台夹 随附：穿孔安装配件

保修 
10

年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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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或站着工作：  
LX坐站两用支臂，单显示器 

轻松安装重达13.6kg的大型显示器，中型电视机和一体机电脑，
适时切换坐站姿势。集成隐蔽式布线功能让桌面更加整洁。通过
稳固的底座来确保技术的安全性。

常规 LCD 尺寸 请登录网站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单屏 3.2–11.3 kg

承重范围 HD 6.4–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单屏 45-360-026 / 抛光铝 

重型单显示器 45-384-026 / 抛光铝 

易于调节：LX 办公桌支臂，单显示器
将屏幕放置在每个电脑工作所需的位置，不用时可以将支臂折叠
收纳，需要使用时再拉出来，充分利用您的桌面空间。高杆选配
件提供更大范围的垂直定位。

常规 LCD 尺寸 ≤ 34″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41-026 / 抛光铝
 45-490-216 / 白色  

45-241-224 / 哑光黑  
高杆 45-295-026 / 抛光铝 

高杆 45-537-216 / 白色  

无与伦比的移动范围

穿孔安装配件： 
LX 桌面单支臂  98-034 

LX 桌面单支臂 ，高杆版本 
98-035

在线查看所有兼容产品

平板电脑配件

可锁定平板电脑固定架
45-460-026

LX 多显示器支臂配置

双显示器：

LX 上下型双显示器支臂 和  
LX 高杆

三显示器：LX 双显示器高杆 + LX 支臂、延长臂和套环套件

  

四显示器：LX上下型 双显示器高杆 + LX 支臂、延长臂和套环套件

LX 并列型双显示器支臂和  
LX 双显示器支臂 

LX 双显示器高杆

使用 LX 支臂和笔记本电脑托
盘套件来支撑您的笔记本电脑  

50-193-200

找到您最好的视角，节省桌面空间并最大限度提高您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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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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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最佳的视角： 
LX 双显示器并列支臂 

LX 双显示器并列支臂设计用于并列或低视角用屏幕。轻松定位
双显示器以获得最佳视角，同时释放桌面以用于办公必需品。双
显示器支臂可将 LCD 或笔记本电脑延伸至64 厘米，延伸范围为  
46 厘米。

常规 LCD 尺寸 ≤ 27″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9.1 kg 每个支臂

产品型号/颜色 
45-245-026 / 抛光铝  
 45-491-216 / 白色  

45-245-224 / 哑光黑  

并列或低视角

同时升降双显示器：LX Dual Direct 支臂
紧凑型双显示器 横梁充分利用您的空间。在每个显示器的重
量范围为1-5 kg，总重量范围为 1.8-9.9 kg的情况下，LX Dual 
Direct 可支撑各种显示器。使用 Dual Direct 把手套多配件可以
更轻松地移动两个屏幕。

常规 LCD 尺寸 ≤ 25″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0.9–5.0 kg 每个支臂

产品型号/颜色 
45-489-026 / 抛光铝  
 45-489-216 / 白色  

45-489-224 / 哑光黑 

穿孔安装配件： 
白色 LX 双显示器并列支臂 
98-035（随附抛光铝支臂

的穿孔安装配件）

紧凑型双显示器安装方案

双显示器支臂把手 
套件配件：

98-037-062 白色 
98-037-224 哑光黑

穿孔安装配件： 
98-034



28 29

办公室

轻松旋转一个或两个显示器： 
LX 上下型双显示器支臂

这种双显示器支架可让您单独定位每个屏幕，以实现更高水平的
灵活工作。工作结束了吗？可以将支臂折叠收纳，需要使用时再
接出来，充分利用您的桌面空间。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9.1 kg 每个支臂

产品型号/颜色 
45-248-026 / 抛光铝  

45-492-216 / 白色 
45-492-224 / 哑光黑 

垂直上下安装双屏或并列式安装双屏

LX 上下型双显示器支臂，高杆
常规 LCD 尺寸 ≤ 40″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两个支：6.4–20 kg

承重范围
三个支：9.6–20 kg
四个支：12.7–20 kg
访问网站了解详情

产品型号/颜色 
45-549-026 / 抛光铝  

45-509-216 / 白色   
45-509-224 / 哑光黑  

添加第三个或第四个显示器： 
LX 支臂、延长臂和套环配件

97-940-026  
抛光铝  

98-130-216  
白色 

98-130-224  
哑光黑

笔记本托盘套件包括抛光铝 LX 上下
型双显示器支臂；若需所有其他 LX 
上下型双显示器支臂，请单独订购套

件 50-193-200 (黑色)

穿孔安装配件： 
98-035

在线查看所有兼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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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轻巧：MXV 办公桌支臂
时尚轻巧的 MXV 办公桌显示器支臂采用现代 V 形设计，可以为
重达9.1 kg的屏幕打造稳定而灵活的平台。MXV 具有纤薄的外
形，可提供 33 厘米的高度调节，高达 49 厘米的显示器延伸，集
成倾斜以及其他，这一切都通过便利的旋转底座实现。

常规 LCD 尺寸 ≤ 34″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86-026 / 抛光铝  

45-486-216 / 白色  
45-486-224 / 哑光黑  

MXV 办公桌双显示器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96-026 / 抛光铝  

45-496-216 / 白色  
45-496-224 / 哑光黑 

随附：桌夹式安装配件 穿孔安装配件： 
办公桌显示器支臂 

98-110 
办公桌双显示器支臂 

98-111

超薄轮廓，带旋转控制

适用于大型显示器：MX 办公桌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30″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6.4–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14-026 / 抛光铝

重型显示器支架

办公室

用途广泛：Neo-Flex 延长 LCD 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27″

承重范围 3.2–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35-194 / 银色 

经济实惠的人体工程学舒适度： 
Neo-Flex 显示器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20 cm

承重范围 ≤ 8.2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174-300 / 银色 

Neo-Flex 支臂

保修 
3
年

平板电脑配件

可锁定平板电脑固定架
45-46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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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您的工作空间： 
DS100 办公桌支架，双显示器

常规 LCD 尺寸 请登录网站

承重范围 并列型，14kg 每个

承重范围 垂直 
10.4 kg 各

产品型号/颜色 
水平 33-322-200 / 黑色  
垂直 33-091-200 / 黑色  

桌面支架

多屏显示器高效高产： 
DS100办公桌支架，三显或四显

常规 LCD 尺寸 三显示器 ≤ 21″

常规 LCD 尺寸 四显示器 ≤ 24″

承重范围 ≤ 14 kg 每个

产品型号/颜色 
三显示器 33-323-200 / 黑色  
四显示器 33-324-200 / 黑色 

办公室
保修 
3
年

保修 
5
年

设置屏幕高度以确保舒适工作： 
Neo-Flex 显示器支架
常规 LCD 尺寸 ≤ 27″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2.7–7.2 kg

产品型号/颜色 
33-310-060 / 黑色和银色 

支撑两个宽屏显示器： 
Neo-Flex 双显示器升降支架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6.4–15.4 kg

产品型号/颜色 
33-396-085 / 黑色  

升降，转动和倾斜： 
Neo-Flex 笔记本电脑升降支架

升降 15.2 cm

承重范围 1.6–6.3 kg

产品型号/颜色 
33-334-085 / 黑色 

安装 CPU 和显示器： 
Neo-Flex 一体式电脑升降支架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2.7–7.2 kg

产品型号/颜色 
固定夹 33-338-085 / 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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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挂安装显示器支臂

可根据您需要来调节：HX壁挂式支臂
使用 HX 壁挂显示器支臂，您可以重新定位重达 19.1kg的大型显
示器，同时通过时尚的设计改善您的工作空间。利用双显示器或
三显示器弓形套件，增加屏幕数量和提高工作效率。您的显示器
停留在工作区内，旋转止动件将范围限制为 180°。

常规 LCD 尺寸 ≤ 49″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9–19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78-216 / 白色  

HX壁挂式双显示器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32″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2.3–8 kg 
每个显示器

产品型号/颜色 
45-479-216 / 白色  

高级，创新式设计

HX 重屏角度转轴
这不仅是游戏玩家的福音，该角度转轴升级了HX支臂，让承载超
大屏、超曲屏不再成为难题！为广大专业用户居家还是办公提供
了稳定性和灵活性。

常规 LCD 尺寸 32–49″

仰俯角度 +15° / -5°

承重范围 12.7–1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98-540-216 / 白色

HX 三显示器套件
将 HX 支臂升级以固定三个显示器。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29.2 cm

承重范围 1–4.6 kg  
每个显示器

产品型号/颜色 
98-009-026 / 抛光铝

98-009-216 / 白色  

办公室平板电脑支架

保修 
10

年

34

保证您的技术安全：可锁定平板电脑固定架

典型平板电脑尺寸 13.5–22 cm x  
20–30.6 cm

典型屏幕尺寸 7.9–13″

最大平板电脑厚度 2.3 cm

承重范围 ≤ 2.3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460-026 / 银色  

保修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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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托支臂

稳定灵活：MXV 壁挂支臂
MXV 壁挂显示器支臂采用现代 V 形设计，可为重达 9.1 kg的屏
幕打造稳定而灵活的平台。MXV 具有纤薄的外形，可提供 33 厘
米的高度调节，高达 63 厘米的显示器延伸，集成倾斜以及其
他。

常规 LCD 尺寸 ≤ 34″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9.1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505-026 / 抛光铝

45-505-216 / 白色  
45-505-224 / 哑光黑  

兼顾时尚与功能性

易于调节：LX 办公桌支臂，单显示器
将屏幕放置在每个电脑工作所需的位置，不用时可以将支臂折叠
收纳，需要使用时再接出来，充分利用您的桌面空间。高杆选配
件提供更大范围的垂直定位。

常规 LCD 尺寸 ≤ 32″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43-026 / 抛光铝
45-243-224 / 哑光黑 

坐着或站着工作：LX 坐站两用壁挂支臂
这种多功能支臂可用于各种应用：连接较小的显示器，以便在
坐站工作站内使用，或添加重达 11.3 kg 大型显示器来定位数 
字标牌。

常规 LCD 尺寸 坐站 ≤ 42″

常规 LCD 尺寸 坐站 HD 显示器 ≤ 46″

升降 50.8 cm

承重范围 坐站 
3.2–11.3 kg

承重范围 坐站 HD 显示器
6.3–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坐站 45-353-026 / 抛光铝

坐站 HD 显示器 45-383-026 / 抛光铝

无与伦比的移动范围

办公室

适用于大型显示器：MX 壁挂式支臂
时尚的 MX LCD 支臂可容纳更大的显示器和一体式电脑，支持重
量可达 13.6 kg。

常规 LCD 尺寸 ≤ 42″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6.4–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28-026 / 抛光铝

重型显示器支架

200 系列
常规 LCD 尺寸 双屏 ≤ 22″ 每个

常规 LCD 尺寸 转轴 ≤ 27″

常规 LCD 尺寸 壁挂式安装架 ≤ 27″

承重范围 双屏 5.9kg 每个显示器

承重范围 转轴 11.3 kg

承重范围 壁挂式安装架 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双显示器 45-231-200 / 黑色  

显示器转轴 45-232-200 / 黑色  
 壁挂式安装架 1 个延长臂  45-233-200 / 黑色  
壁挂式安装架 2 个延长臂  45-234-200 / 黑色 

LX 壁挂安装架摆臂和转轴
常规 LCD 尺寸 ≤ 42″

承重范围 22.7 kg

产品型号/颜色 
HD 摆臂 45-268-026 / 抛光铝  

显示器转轴 45-269-009 / 抛光铝  

100 系列
常规 LCD 尺寸 ≤ 27″

承重范围 单屏 ≤ 11.3 kg

承重范围 转轴 ≤ 10.4 kg

产品型号/颜色 
单屏 47-092-800 / 黑色或灰色  
转轴 47-093-800 / 黑色或灰色  

其他壁挂式安装架！

保修 
5
年

打造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空间： 
LX 壁挂键盘支臂

在稳定的平台上自由输入，可轻松调节至最舒适的工作高度。将
键盘托盘向后倾斜，让您的手腕自然舒适地进行输入，同时有助
于防止办公室意外受伤。

键盘托架尺寸 44.6 x 24 cm

升降 33 cm

升降 坐站 51 cm

承重范围 ≤ 2.3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46-026 / 抛光铝  

坐站 45-354-026 / 抛光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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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30 壁挂安装架
常规 LCD 尺寸 ≤ 37″

承重范围 ≤ 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60-239-007 / 黑色  

互动式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LD ≤ 42″

常规 LCD 尺寸 HD 30–55″

常规 LCD 尺寸 VHD 40–63″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LD 3.2–11.3 kg

承重范围 HD 8.2–18.2 kg

承重范围 VHD 15.9–31.8 kg

产品型号/颜色 
LD 45-361-026 / 抛光铝  
HD 45-296-026 / 抛光铝  

VHD 45-304-026 / 抛光铝  

倾斜和轻薄型支架
常规 LCD 尺寸 TM 倾斜 ≥ 32″

常规 LCD 尺寸 TM XL 倾斜 ≥ 42″

常规 LCD 尺寸 WM 薄型 ≥ 32″

常规 LCD 尺寸 WM XL 薄型 ≥ 42″

承重范围 ≤ 79 kg

产品型号/颜色 
TM 倾斜 61-143-003 / 银色  

TM XL 倾斜 61-142-003/ 银色  
WM 薄型 60-604-003 / 银色  

WM XL 薄型 60-602-003 / 银色  

SIM90 标牌安装架
常规 LCD 尺寸 ≥ 32″

承重范围 ≤ 47.6 kg

产品型号/颜色 
60-600-009 / 黑色 

滑动壁挂安装架
常规 LCD 尺寸 LD-X 27–42″
常规 LCD 尺寸 HD 30–55″
常规 LCD 尺寸 VHD 46–63″

升降 LD-X 25.4 cm
升降 HD 46 cm
升降 VHD 40.6 cm

承重范围 LD-X 5.4–13.6 kg
承重范围 HD 9.1–18.1 kg
承重范围 VHD 20.4–32 kg

产品型号/颜色 
LD-X 61-113-085 / 黑色  
HD 61-061-085 / 黑色  

VHD 61-128-085 / 黑色 

办公室

Neo-Flex 悬臂安装架
常规 LCD 尺寸 VHD ≤ 63″

常规 LCD 尺寸 UHD ≥ 37″

承重范围 VHD ≤ 36.3 kg

承重范围 UHD ≤ 54.4 kg

产品型号/颜色 
VHD 45-385-223 / 黑色  
UHD 61-132-223 / 黑色  

Neo-Flex 壁挂安装架，ULD
常规 LCD 尺寸 13–32″

承重范围 ≤ 18.1 kg

产品型号/颜色 
97-589 / 黑色  吊顶安装架

无尽的倾斜和间距调节： 
Neo-Flex 投影仪吊顶安装架

承重范围 ≤ 18.1 kg

产品型号/颜色 
60-623 / 黑色  

保修 
5
年

保修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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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办公  
适用于任何行业的高度可调选项

拓宽视野：Neo-Flex 广视角工作空间
常规 LCD 尺寸 单屏 42″

常规 LCD 尺寸 双屏 ≤ 22″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单屏 7.3–13.6 kg

承重范围 双屏 2.7–6.4 kg 各

产品型号/颜色 
单屏 24-189-055 / 双色灰  

双显示器 24-194-055 / 双色灰  

移动的数字标牌：Neo-Flex 移动媒体中
心

常规 LCD 尺寸 LD 27–60″

常规 LCD 尺寸 VHD 37–75″

常规 LCD 尺寸 UHD 50–80″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LD 11.3–22.7 kg

承重范围 VHD 22.7–40.9 kg

承重范围 UHD 40.9–54.4 kg

产品型号/颜色 
LD 24-190-085 / 黑色  

VHD 24-191-085 / 黑色  
UHD 24-192-085 / 黑色  

配件 
摄像头固定架 97-491-085  

MMC VESA-CPU 安装架 97-527-009 

为任何空间增加移动范围： 
Neo-Flex LCD 和笔记本电脑推车

常规 LCD 尺寸 LCD ≤ 22″

常规 LCD 尺寸 笔记本电脑 12–17″ 笔记
本电脑

升降 LCD 68.6 cm

升降 笔记本电脑 50.8 cm

承重范围 LCD ≤ 11.8 kg

承重范围 笔记本电脑 ≤ 6.8 kg

产品型号/颜色 
LCD 推车 24-206-214 / 双色灰  

笔记本推车  24-205-214 / 双色灰  

配件：Neo-Flex 推车与工作空间

NF 推车把手与储藏 
篮套件 
97-545

NF 推车电线篮套件 
97-544

通用 CPU 固定支架
80-105-064

NF 推车笔记本电脑垂直
套件 

97-546

保修 
3
年

健康护理

推车 
配合您的工作流程 

使用移动式工作站，将您的护理移动到最需要的地方。 

壁挂 
更充分地利用您的空间

腾出更多空间，与患者和家属进行互动。 

充电柜 
加强您的技术

保证您的智能设备的安全和充电，以便于记录。

还有更多！

医护人员有许多被分散注意力的地方，让他们不能够聚焦在患者 -- 技术不应该是其中一个限制。 Ergotron产品打破
了这些约束，从而帮助医护人员减少疲倦，改善患者体验。我们一起助力健康护理事业发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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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显示器和键盘可180° 平移
2 触摸屏用户界面
3 可添加大容量抽屉系统
4 无限制动机构增强了享有专利的 Constant Force™ 技术， 

提高了可用性；也可提供电动升降
5 集成的 320Wh LiFe 电池
6 静音且耐用 5” 双轮脚轮
7 可选配 LifeKinnex 电源系统 (245Wh)
8 悬臂显示器安装架，可实现焦深调节，并可完全支配工作台面
9 LED照明安装在底座

10 自然角度，双握柄设计，改善推/拉/升降人体 
工程学设计

11 用于数据和电源的集成 7 端口 的USB  
集线器

12 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设计
13 隐蔽式布线系统
14 Flex-platform 配件安装系统
15 通过 eKinnex™ 软件主动管理推车，延长正常工作时间

保修 
5 
年推车

小个子、高个子或普通个子的临床医师，都能舒适地高效工作 - 不论其身材如何。广泛的垂直调节范围 易于调节，可
满足最广泛用户人群的人体工程学需求，便于所有医护人员使用。轻巧设计可让您在健康护理设施周围的任何位置方
便地工作。

CareFit Slim LCD 2.0 手推车提供抽拉式键盘和大型工作台面，能够支撑大型一体
式电脑和显示器，并提供无抽屉和有单个抽屉的型号。

1  专为精益IT配置，包括micro PC + LCD或 21-27″重达9.1公斤的AIO
2  除主体伸缩式升降之外，提供额外13cm显示器升降
3  宽阔的工作台面：52.5 x 36.3 cm
4 在不使用时，外滑式键盘托架和抽拉式鼠标垫（左侧或右侧）可隐藏 
 在键盘托架下方
5  通过按压一个升降手柄可方便地调节高度
6 放置打印机或扫描仪的配件架位于左侧；清洁用纸巾托架位于右侧
7  升降引擎提供 74–119 cm的广泛垂直升降范围
8  可轻松添加热插拔电源系统 
9   紧凑型铸铝底座采用耐久型表面处理； 

包括具备三种功能的10.2 cm 脚轮

CareFit Slim 笔记本电脑推车 适用于笔记本电脑
和二合一平板电脑。抽拉式电线存储托盘有助于理
线收纳，保持整洁有序；外滑式电源适配器存储仓
便于收纳。

1  CareFit Slim 笔记本电脑安全支架配件可防止笔
记本电脑滑动，助力保护重要设备

2  工作表面为 53.3 x 35.3 cm
3  一体式存储区和外放式线缆存储托盘，搭配快速

连接硬件
4  三段式起升引擎提供 61.4–124.7 cm 的充裕的

竖直范围
5   超紧凑型铸铝底座采用耐久型表面处理； 

包括三功能 10.2 cm 小脚轮

2

1

3

4

5

CareFit Slim 2.0 LCD 手推车

常规 LCD 尺寸
专为精益IT配置，包括
micro PC + LCD或 
21-27″重达9.1公斤的
AIO

升降 44.5 cm

基座尺寸 46 x 42 cm

产品型号/颜色 
无抽屉 C50-3500-0 / 白色和暖灰  

1 个抽屉 C50-3510-0 / 白色和暖灰 

CareFit Slim 笔记本电脑手推车
典 型笔记 本电 脑屏 幕尺

寸 ≤ 17.3″

升降 62.5 cm

基座尺寸 48 x 37 cm

产品型号/颜色 
无抽屉 C50-1100-0 / 白色和暖灰  

保修 
5 
年 功能全面和可定制的医疗推车

CareFit Pro 医疗推车树立了舒适办公设计的全新标准，为护理人员和患者等创造从容疗愈的环境。灵活的开 
放式架构系统可轻松适应当下和未来的工作流程。集成式云端软件简化了推车管理，可延长正常工作时间， 
缓解电量焦虑。

1

9

23

4

5

6
7

8

6

CareFit Pro医疗车
常规 LCD 尺寸 大至27”或9.1kg

升降
68.58 cm:  
55.88 cm + 12.7 cm 
屏幕独立调节高度

工作台面尺寸 35.6 x 40.6 cm, 可扩大至 
35.6 x 58.4 cm

基座尺寸 50.8 x 53.3 cm

产品型号/颜色 
电动升降技术 C52-2201-5 / 白色和暖灰

CF恒力升降技术 C52-1201-5 / 白色和暖灰

CareFit Pro
  可提供多种抽屉配置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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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您专属的CareFit Pro医疗车： 
可选配件帮助您优化您的工作流程

可直接安装T型槽配件
98-432

消毒湿巾固定座
98-435

后置文件篮
可替换标准配置 

98-434

文件篮
可替换标准配置 

98-433

开槽架
98-436

工作台面扩展配件
98-437

储物篮
98-438

储物托盘
98-439

健康护理

45

CareFit Pro  
带抽屉的医疗推车 
可根据不同工作流程进行 
定制

四抽屉 98-485 

双抽屉 98-486 

单抽屉 98-487 

双高抽屉 98-488 

单高抽屉 98-489 支持Imprivata身份和访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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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标准 接地插头和插座

中国 IEC 60601-1 GB2009-1 
GB1002-1

Certified to UL60601 and 
CAN/CSA-C22.2 

Compliant with
EN 60601-1

医护点护理推车和远程医疗推车

选择显示器安装架：
LCD 支臂
LCD 转轴
笔记本电脑

选择无电源
或带电源：

磷酸盐铁锂 (LiFe)
选择抽屉配置

选择配件：
更多储存空间
见第 48 页

添加通过认证的服务计划 StyleView 43 系列
所显示的 LCD 支臂版本

无电源
带抽屉

StyleView 44 系列
所显示的 LCD 转轴版本

Powered with LiFe battery
带抽屉

StyleView 远程医疗
适合你工作所需的摄像头，显示器

和任何相关设备

不同国家、地区会有不同电源要求，产品型号也会有所不同。  
使用我们的查找工具，地址：styleview.ergotron.com/finder

StyleView 推车
常规 LCD 尺寸 LCD 支臂 ≤ 24″

常规 LCD 尺寸 LCD 转轴 ≤ 24″

常规 LCD 尺寸 笔记本电脑 ≤ 17″

升降 LCD 支臂 68.6 cm

升降 LCD 转轴 63.5 cm

升降 笔记本电脑 51 cm

工作台面尺寸 56.7 x 50.2 cm

基座尺寸 43 x 53.3 cm

产品型号/颜色 
请登录网站

健康护理
可定制推车以适应您的工作流程

轻型办公手推车

医护点EMR推车

选择显示器安装架：
LCD 支臂
LCD 转轴
笔记本电脑

选择无电源
或带电源：

磷酸盐铁锂 (LiFe)
密封铅酸 (SLA)

选择配件：
抽屉
更多储存空间
见第 48-49 页

添加通过认证的服务计划

 

StyleView 40 和 41 系列
所显示的笔记本电脑版本

无电源

StyleView 42 系列 
所显示的 LCD 转轴版本
由 SLA 或 LiFe 电池供电

不同国家、地区会有不同电源要求，产品型号也会有所不同。  
使用我们的查找工具，地址：styleview.ergotron.com/finder

保修 
5 
年

StyleView S-平板电脑推
车，SV10，适用于 Microsoft 

Surface
SV10-1800-0

StyleView 平板电脑推车，SV10
SV10-1400-0

StyleView 笔记本电脑推
车，SV10

SV10-1100-0

StyleView 杆式推车 
24-818-211

保修 
5 
年

保修 
7 
年

保修 
7 
年

保修 
7 
年

保修 
5 
年

保修 
5 
年

保修 
5
年Ergotron的StyleView医疗推车和壁挂式工作站灵活地支持随处护理工作，从而改善关键工作流程和提高护理人员与

患者的满意度。我们可定制产品旨在打造积极的医护人员体验以及医护人员与患者的互动。通过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
计和直观的功能，StyleView工作站可以适应不同班次医护人员的需求，同时应对意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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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您的 Styleview 推车：各种可选的抽屉配置

1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单抽屉

2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单抽屉

1 个补充型抽屉，单抽屉

4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三抽屉

1 个补充型抽屉，单抽屉

6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三抽屉

1 个补充型抽屉，三抽屉

9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三抽屉

2 个补充型抽屉，三抽屉

3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单抽屉

2 个补充型抽屉，单抽屉

2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双抽屉

1 个高抽屉
1 个主抽屉，单高抽屉

抽屉安全   ⊲ ⊲ ⊲
选择带手动钥匙锁或电子密码锁的
抽屉，有效管理非管控药物并减少
医疗错误。支持药房模式，允许所
有抽屉同时解锁。

2 个高抽屉
1 个主抽屉，双高抽屉

15 个抽屉
1 个主抽屉，三抽屉

4 个补充型抽屉，三抽屉

健康护理

打造您的 StyleView 推车： 优化您的工作流程之配件

SV43/44 信封抽屉  
97-853

SV 储物箱  
97-740

SV 扫描仪架*   
97-780-194

通用 CPU 固定支架*   
80-105-064

SV 双显示器套件*   
98-030

设备托盘   
97-507-216

迷你 PC 固定架*   
80-107-200

扫描仪支架   
97-543-207

SV 摄像头架*   
97-776-194

T 型槽消毒湿巾架   
98-450

SV 远程医疗箱*   
97-854

K- 插槽锁套件
97-702

SV IV 杆固定夹套件   
97-632

SV 3 种功能脚轮   
98-069

SV 前置托盘 
98-134

储物篮
97-926-064

SV 后置 VESA 安装架套件 
97-512-009

大设备托架  
97-540-053

平移转轴套件   
97-650

SV 网篮 
98-135-216 

SV 工作灯   
97-754-002

用于 SV LCD 推车的 SV 高度可调
键盘支臂 
97-827

SV 以太网侧盖
LCD 97-855   

笔记本电脑 97-856

*所示的显示器、摄像头和部件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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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护理

  适用于医疗推车的基于云的车队管理 
•  安全，基于网络的软件应用程序，可监控和管理您的 CareFit 和 StyleView 车队
•  无缝和集中的车队管理提供全面的推车数据，大幅度减少甚至消除推车停机时间
• 监控有助于提高电池寿命预期
•  提供对使用模式、抽屉访问、电池充电/寿命等的实时监控
•  软件与患者记录分开运行，以减少对 HIPAA 合规性的担忧
• 轻松获取，快速实施

 LIFE锂铁电池显著提升护理质量 
• 安全的化学材料电池
•  电池周期寿命较长
• 充电时间短
• 易于连接
• 安装系统简单易操作

LiFeKinnex 4-bay 充电器(桌面)

这款创新的电池系统旨在支持多种工作流程，包括热插拔或车
载充电，可以有效缓解医疗车的电源间断风险。三部分系统—电
池、智能电池基座和可选的外部四格充电桩——通过 LCD 屏幕
监控电池运行时间，并使用独特的磁体连接功能，最大限度地减
少停机时间，轻松完成电池切换过程。

电源输出 AC

电池类型 磷酸盐铁锂 (LiFe)

电池容量 245Wh

充电时间 1.75 小时

工作时间 5–8 小时（典型负荷）

电池重量 3 kg

产品型号
LiFeKinnex Battery  98-246 

电池不包含智能充电器和4口充电桩 
认证

UN/DOT 38.3, IEC 62133, WEEE, Conflict Minerals Act, REACH, 
RoHS

保修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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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护理
超薄型壁挂

  在医疗保健环境中，需要大量的空间来放置各种仪器和设备以及足够的空间操作相关设施设
备。使用 CareFit 超薄型壁挂，您可以有更多空间来提供最佳的患者护理。壁挂式工作站让护
理人员可以舒适地坐在或站在拥挤的病房或走廊里。 

•  薄型设计靠近墙壁，在不使用时折叠以腾出更多空间 

• 最多 10 位数的数字密码可确保患者数据和技术的安全 

•  可互换的层压板选配件让您可以自定义外观，为您的组织机构设计时尚的治疗空间

保修 
5 
年

壁挂有黑色和白色可供选择；
六种可选定制化木纹层压板

胡桃木色 花梨木色 原木色

可可色 樱桃木色 白枫木色

CareFit 垂直壁挂
常规 LCD 尺寸 24″ 请登录网站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 10.7 kg

产品型号/颜色 
61-367-060 / 哑光黑  

61-367-030 / 雪白  
配件 / 产品型号/颜色 

层压板 98-419-891 / 胡桃木色  
层压板 98-419-888 / 花梨木色  

层压板 98-419-890 / 原木色  
层压板 98-419-889 / 可可色  

层压板 98-419-887 / 樱桃木色  
层压板 98-419-906 / 白枫木色   

垂直扫描仪支架 98-425-060 / 哑光黑   
垂直扫描仪支架 98-425-030 / 雪白 

水平扫描仪支架 98-424-060/ 哑光黑 
水平扫描仪支架 98-424-030/ 雪白 

保修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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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
组合系统

模块化 CareFit 组合系统可帮助护士在护理点高效、舒适地完成信息记录任务，有效降低出错风险，为良好的护患关系提供有力支
持。壁挂安装设计采用隐藏式线缆管理，可提升治疗空间的使用率，有助于控制感染，帮助 IT 团队减轻维护工作负担，延长正常
运行时间。 

3

4

让护士更从容地掌控个人工作流程和健康状态， 
从而提高信息记录效率和增进护患关系。 

隐藏式线缆管理和轻松布置电源线的特点使  
IT 团队可以更加方便、高效地完成工作站的维护 
或升级工作。 

1  支持 180° 水平摆动和 13 厘米的屏幕独立高度调节，符合人体工学的个性化 
显示器定位，可满足每一位用户的需求 

2 整体装置可延伸至 165 厘米，便于在患者床边或专用工作空间记录信息 
3  隐藏式走线设计使整洁的墙轨盖板呈现出流线型外观  
4  省空间设计，不使用时可轻松折叠收起，腾出更多工作空间 
5  隐藏式线缆管理有助于控制感染，保持整洁有序， 

提升治疗空间的使用效率 
6   通过 RFID 员工证读取器，确保访问安全高效

模块化壁挂安装： 
CareFit 组合系统

壁挂安装设计操作简便、易于维护，可轻松适应多样化工作流程， 
从而促进良好的护患关系。 

常规LCD尺寸 ≤ 27 英寸（详见网站）

升降 51 厘米

承重范围 液晶显示器：3.6–10 千克 
工作台面：0.68 千克

零件号 / 颜色
组合系统 45-618-251 / 白色 

带工作台面的组合系统 45-619-251 / 白色

CareFit 组合支臂
常规LCD尺寸 ≤ 27 英寸（详见网站）

升降 51 厘米

承重范围 液晶显示器：3.6–10 千克 
工作台面：0.68 千克

零件号 / 颜色
组合支臂 45-621-251 / 白色 

带工作台面的组合支臂 45-622-251 / 白色

配置符合您工作流程的壁挂式系统  
可选择物品放置区，或可摆放键盘的大工作台面。 

5

6

2

1

保修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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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

CPU 壁挂柜 
简洁的设计，不仅可以保护CPU， 

也可隐藏线缆和电源模块 

98-543-251 

CareFit 组合扫描仪支架 
可安装于任意一侧，有效提升工作流程

98-551-251 

CareFit 组合延伸臂 
在大型护理应用场景中进一步扩大延

伸范围和灵活性
98-547-251 

墙轨式打印机支架 
可安装于任意一侧， 

便于取用， 
有效延长为患者服务的时间

98-578-251  

CareFit 组合 CPU 托盘 
安装于工作台面下方，节省宝贵的空间

98-548-251 

34 英寸墙轨
确保安装更加稳固； 

CareFit Combo 支臂所需
31-018-216

CareFit 组合无线 
扫描仪支架 

可安装于任意一侧，有效提升工作流程
98-549-251   

CareFit 34 英寸墙轨盖板 
隐藏式走线，有助于保持外观整洁和控

制感染
98-609-030

以患者为中心的信息记录系统常见配置

贴心的人体工学设计 
让护理工作更加舒适  
便捷的工作流程 

1 延伸臂可最  大限度地减少来回于患者之间的距离  
2 轻轻一触，即可移动整体装置，为护理人员增加灵活性和选择 
3 支持单独调节显示器，方便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  
4 扫描仪可安装于任意一侧，方便取用
5 可选用 CPU 托盘，安装于工作台面下方，节省宝贵的空间

构建您的 CareFit 组合系统： 
改进工作流程的配件 

CareFit 组合支臂，搭配扫描仪支架 
和打印机支架 

（一体化工作流程设计） 

CareFit 组合支臂，搭配延伸臂、 
无线扫描仪支架和打印机支架

（一体化工作流程设计）

CareFit 组合系统，搭配工作台面、 
CPU壁挂柜、无线扫描仪支架

CareFit 组合支臂，搭配工作台面、 
CPU壁挂柜、无线扫描仪支架 

和打印机支架

CareFit 组合支臂，搭配工作台面、 
延伸臂、CPU 托盘和扫描仪支架

CareFit 组合系统，搭配工作台面、 
延伸臂、CPU 托盘、扫描仪支架和 

打印机支架

3

4

2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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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护理

LX、Neo-Flex 和 200 系列壁挂

Neo-Flex 双显示器壁挂和壁挂式键盘托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

承重范围 ≤ 22.7 kg; 11.3 kg 每个
转轴键盘托 2.3 kg

产品型号/颜色 
显示器壁挂 28-514-800 / 灰色和黑色  

键盘托 45-403-062 / 灰色  

200 系列组合支臂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13 cm

承重范围 LCD 2.7–8.2 kg；键盘、
鼠标和条码扫描仪 2.3 kg

产品型号/颜色 
45-230-216 / 白色  
45-230-200 / 黑色  

Neo-Flex 壁挂
常规 LCD 尺寸 ≤ 27″

升降 12.7 cm

承重范围 2.7–7.2 kg

产品型号/颜色 
60-577-195 / 黑色  

保修 
3 
年

LX 坐站壁挂系统
常规 LCD 尺寸 ≤ 42″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3.2–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中型 CPU 支架 45-358-026 / 抛光铝  
小型 CPU 支架 45-359-026 / 抛光铝  

保修 
10
年

LX 壁挂系统
常规 LCD 尺寸 ≤ 32″

升降 33 cm

承重范围 3.2–11.3 kg

产品型号/颜色 
中型 CPU 支架 45-247-026 / 抛光铝  
小型 CPU 支架 45-253-026 / 抛光铝  

45-551-216 / 白色  
白色 CPU 固定支架另外订购

瘦客户端固定座 80-107-216 / 白色  
小型 CPU 支架 80-063-216 / 白色  

垂直通用 CPU 固定支架 97-468-216 / 白色 

保修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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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系统

6160

StyleView 垂直壁挂

StyleView 坐站垂直升降壁挂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45.7 cm 

承重范围 病房
3.6–15 kg

承重范围 高人流区域
2.3–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病房 61-080-062 / 白色  
病房 61-080-085 / 黑色  

高人流区域 61-081-062 / 白色  
高人流区域 61-081-085 / 黑色  

保修 
5
年

StyleView 垂直壁挂
常规 LCD 尺寸 ≤ 24″

升降 22.9 cm

承重范围 病房
3.6–15 kg

承重范围 高人流区域
2.3–13.6 kg

产品型号/颜色 
病房 60-609-216 / 白色  
病房 60-609-195 / 黑色  

高人流区域 60-593-216 / 白色  
高人流区域 60-593-195 / 黑色  

发挥出交互式数字学习技术的无限潜力！您的技术装备、教育空间一直在发生变化，校园教学日
程更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Ergotron 的专业级 ChargeFit 充电系统是最适合您的充电产品。 

日子每天都在变化，灵活的设计可以跟随着您的课程计划而不断“进化”。作为动态办公的创新
者，我们设计的 ChargeFit 系统可与各种配件和环境搭配，在哪里使用 ChargeFit、如何使用 
ChargeFit，全部由您说了算。

耐用

灵活

高效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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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车类 充电柜

有特色 大容量

YES30 Basic ZIP40 Charge

价格亲民 全尺寸设备

ZIP40充电和管理两用型可选

平板电脑、Chromebook、iPad、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Chromebook、iPad、笔记本电脑

框架有限保修；其他机械组件保修5年；电子组件保修3年；电线保修1年。

终身机械保修 

壁挂 台式

ZIP12 ZIP12

紧凑型壁柜 紧凑型桌面充电柜

PowerShuttle 专利技术： 

支持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 
安全快速充电

持续监控检查电路极限

紧急保护有助于避免功率峰值

可测量流程有效管理设备充电 
电流

在一项测试中，我们采用 
PowerShuttle技术充电车的充 
电速度比竞争对手的循环充电 
车快40%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Chromebook、ipad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Chromebook、ipad

框架有限保修；其他机械组件保修5年；电子组件保修3年；电线保修1年。

终身机械保修 

我们的专业级ChargeFit设计将耐用的结构与广泛的测试相结合， 
有助于确保学生、员工和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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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我们的 LearnFit 系列升降移动桌充分调动学生、教师创造力，提高学生之间
的协作以及师生之间互动，实现高效学习。这些动态环境推动整个学校的合
作，打造 21 世纪的高端学习环境。 

从支持更好专注力到建立灵活的教室空间，以及为高效学习提供物质基础, 
LearnFit 打造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为终身幸福奠定了基础。

65

为您的移动终端更快地充电，赋能您的数字教室

不仅仅是给您的移动终端设备充电！基于可调节的分隔槽设计，您
可以灵活地为多至40台平板电脑或40台Chromebooks或者30台笔
记本电脑充电、存储和校园内运输，充分满足教学需求。出厂前产
品已完全组装好，节省您宝贵的时间以便更专注于教学活动。

探索我们其他的教育类产品

LearnFit™ WorkFit™ Elevate™ Neo-Flex™ MMC Monitor Arms

移动升降桌 升降壁挂 可移动多媒体推车 灵活多样的屏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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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中教学： 
TeachWell™ 移动式数字工作空间

使用 TeachWell 移动式数字工作空间离开办公桌或讲台进行教
学。这款紧凑型集线器将您的所有技术手段存储在一个可调节
高度的平台上，让您选择如何指导目前的学习者。从桌面移动到
桌面或安静的角落，以促进参与和协作。

升降 51 cm

承重范围 请登录网站

工作台面高度 最低 81 cm

工作台面高度 最高 132 cm

工作台面尺寸 79 x 53 cm

底座尺寸 73 x 53 cm

产品型号/颜色 
24-220-055 / 石墨灰 

保修 
5 
年

LearnFit 坐站两用桌
借助 LearnFit 移动课桌，让教室、会议室或公共区域变身为健康
活跃的空间。

升降 40.6 cm

承重范围 ≤ 7 kg

工作台面高度 73.7–114 cm

工作台面尺寸 61 x 56 cm

底座尺寸 61 x 56 cm

产品型号/颜色 
坐站两用桌，矮 24-547-003 / 白色和银色

保修 
10 
年

服务

我们不仅提供我们的产品。我们还为您提供技术支持。 

Ergotron 的优质产品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技术支持人员和可选的扩展服务计划提供支持，可以保障您的业务投资，并在未来几
年内提高产品的持续性能。

可选服务： 
• 安装和集成 

• 下个工作日现场服务 
• 预防性维护 
• 延长保修 

• 保修期内和过保维修 
• 现场产品培训 

• 设备检验和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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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储物箱
97-92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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