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地板及
教室器材指南



世界在
哈立群地板

上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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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是舞蹈和表演艺术地板的世界领导者。 
Harlequin于40多年前在英国成立，是世界上享负盛名的舞蹈和
表演艺术团体，剧院，场地和学校等等的首选。

Harlequin的经验和声誉建立于为舞蹈教室和表演空间制造和提供一系列优质便携式和
永久性弹性和乙烯基地胶，芭蕾舞把杆及镜子。从皇家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巴
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以及悉尼舞蹈团等世界顶级舞团及演出场地的舞者和表演者首
选。Harlequin是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欧洲，美洲和亚太地区均设有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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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或体育应用生产的地板并不能满足舞者在谈论地板时渴望的“感觉”。只有专为舞蹈开发的地板才能达到。 
Harlequin 弹性地板可以保护舞者免受伤害，减少撞击，滑倒或摔倒的伤害风险， 

专业的舞蹈地板增强了表演者的信心。

弹性地板

弹性地板就是当受到冲击时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回弹和柔 
韧度的地板。表演者需要一套地板能吸收他们跳舞时做
出关节反覆震动的冲击，并减少坠落时引致的伤害。现
代弹性地板由泡沫减震垫或橡胶垫支撑，而传统的地板
通过交错编织木条提供弹性。 
 
弹性地板可以是永久性的或便携式的。

Permanent - 弹性地板永久地安装在教室内，不能在不
损坏地板的情况下拆除。

Portable - 弹性地板可以很容易地拆下来存放或运输。 
Harlequin研发了一种便携式地板系统，适用于巡回演出
或临时使用。

乙烯基舞蹈地膠

为达致最佳保护，我们建议在Harlequin弹性地板上安装
Harlequin乙烯基地胶作为舞蹈表面，为防止受伤提供额
外保证。乙烯基地胶可以是永久性的，半永久性的或便
携式的。

Permanent -乙烯基地胶用粘合剂粘住，接缝通过热焊或
冷焊密封，拆除时有可能会损坏地胶及地板。

Semi-permanent - 乙烯基地胶使用双面胶带固定，然后
再焊接接缝处。以后可以在接缝位切割再把地胶卷起。

Portable - 乙烯基地胶铺开后，并在接缝用胶带覆盖或暂
时地用双面胶带固定在底层地板。

选择舞蹈地板时
之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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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空间的大小

不同的舞蹈类型有不同的空间要求。

学龄儿童每位参与者需要3平方米; 高中/持续教育和成人每位参与者需要5平方
米。

顶部空间也是一个考虑因素，天花板建议为3.5米是最佳的高度。

便携式或永久性舞蹈地板

在一个多功能场所，其空间不仅仅用于舞蹈，你需要一些可以拆走的地板。有
些时候要带地板外出作巡回表演，或是要把地板运送到其他场地使用，便携性
地板的出现正提供一个实用的解决方案。

便携式地板也适用于不容许永久安装的地方。便携式乙烯基地板以卷材的形式
供应，便于储存和运输。

便携式弹性地板可以拼装在一起，然后铺上Harlequin乙烯基地胶，并用胶带固
定即可。

木质表面

木质表演表面通常用于标准舞，多用途或与配合装修设计。Harlequin提供一系
列实心硬木和工程木材表面，详情请联系我们。

区域和点弹性

区域弹性地板在比较广阔的区域上可轻微弯曲，以避
免“弹床效应”，而点弹性地板仅在接触点处出现弯
曲或“可弯性”。

带泡沫垫的乙烯基地胶是点弹性的，而区域弹性仅由
弹性地板提供。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Harlequin Cascade | USC Kaufma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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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地板最常用于永久性安装，为了满足舞团外出演出时的要求，Harlequin特意研
发了一种便携式地板系统。 
Harlequin弹性地板系列，可与乙烯基或木材表面结合使用。

Harlequin弹性地板系列

Harlequin WoodSpringTM

• 永久安装的弹性地板

•	 以传统织篮为基础的现代版本

•	 由Harlequin 专业安装团队永久安装

•	 地板最小厚度为91毫米（不包括选取的表面）

•	 保证25年（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Harlequin WoodSpring 由一层精选的WBP（耐气候，耐水煮或蒸
气处理）胶合板，三层定制加工的南方黄松木，以直角铺设，通
过以预定间隔连接到底面的双密度弹性块，提高减震力和减低能
量回传。 
 
表面选项包括:

•	 Harlequin	乙烯基地胶

•	 定制实心硬木

•	 工程夹板配以硬木耐磨层 - 榉木, 橡木, 枫木

如果选择Harlequin乙烯基表演地胶，底下将包括防潮板，以及在
四周安装颜色匹配的复合围边。如果选择实心硬木或工程板，则
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安装地脚线。

Harlequin WoodSpring 弹性地板及
乙烯基地胶

Harlequin WoodSpring弹性地板及
实木面层或工程板

Harlequin WoodSpring 
苏格兰芭蕾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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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ActithermTM

•	 永久安装的弹性地板

•	 可以在地热系统上安装

•	 地板最小厚度为43毫米（不包括选取的表面）

•	 保证25年（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Harlequin Actitherm 适用于带有地热系统的房间（最高温度：30°C木
材表面/ 27°C乙烯基地胶）。地板板块由结构性胶合板及地板级胶合板
组成，并采用砖砌结构铺设，以确保整个地板区域的一致性。通过板块
下侧的双密度弹性块有效地减震和能量回传。

Harlequin ActivityTM

•	 永久安装的弹性地板

•	 Harlequin	‘三层三文治’专有的施工方法

•	 一个完全浮动的系统，没有固定到底层

•	 无需事先准备即可铺设在任何光滑平整的表面上

•	 由Harlequin 专业安装团队负责永久安装

Harlequin Activity 的减震设计可避免“弹床”效应，
同时提供了区域弹性及点弹性使整个地板提供相同的
特性。这是合乎“行业标准”的选择，在全球已经安
装了数百个项目了，能有效地减少了导师和表演者的
受伤的机会。

需要配合表演面层使用。

表面选项包括:

•	 Harlequin 乙烯基地胶

•	 定制实心硬木

•	 工程夹板配以硬木耐磨层 - 榉木, 橡木, 枫木

•	 地板最小厚度为46毫米（不包括选取的表面）

•	 保证25年（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Harlequin Activity弹性地板及
实木面层或工程板

如果选择Harlequin乙烯基表演地胶，底下将包括防潮板，
以及在四周安装颜色匹配的复合围边。如果选择实心硬木
或工程板，则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安装地脚线。

Harlequin Actitherm 弹性地板及
乙烯基地胶 (设有地热系统显示图)

Harlequin Actitherm 弹性地板及
实木面层或工程板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或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Activity 弹性地板及
乙烯基地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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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锁扣系统

Harlequin LibertyTM

•	 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便携式

•	 模块式弹性地板系统

•	 地板以砖砌方式铺设在底层地板上，以减少接合位

•	 使用Harlequin专有的“钥匙一转”结构将地板的凹槽锁起来，地板就可以连接在一起

•	 地板最小厚度为37毫米（不包括选取的表面）

•	 地板尺寸2米 x 1米和1米 x 1米

•	 保证25年（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Harlequin Liberty 地板由双密度减震弹性垫支撑，弹性垫间隔一致，提供均匀的减震，并为
同一块地板上的一个或几个舞者提供相同的“感觉”和能量回传，在接合处也不会出现硬
点。

最后选择合适的Harlequin乙烯基地胶，并在需要时配备坡道和围边。客户可以自行安装或由
Harlequin的技术安装团队进行。 

Harlequin Liberty 弹性地板和一起使用的便携式Harlequin乙烯基地胶也可以存放在储存车
中，为舞台工作人员在外地演出或移动地板时提供了一种简单又安全的方法。

Harlequin Liberty HDTM

Harlequin Liberty HD 是我们著名的Liberty弹性地板系统的加强版本，于更具挑战
性的环境下使用更为耐用。永久安装或作为便携式地板安装，地板以砖砌方式铺设
在底层地板上，使得交叉连接不重合。这些地板通过圆形榫舌和凹槽连接在一起，
并使用我们的“钥匙一转”闩锁和锁定固定。 
 
Harlequin Liberty HD 地板两侧涂有黑色聚合物树脂，表面有纹理，高抓地力，耐
磨，防滑，防风雨。

通过从我们的系列中选择合适的Harlequin乙烯基性能地胶，Harlequin Liberty HD
就完成安装了 。对于永久性和半永久性使用，可以由客户自己或我们技术团队进行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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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FlexityPlusTM

•	 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弹性地板

•	 适合家用舞蹈室自行安装，需具有适度的DIY技能

•	 地板以砖砌方式铺设在底层地板上，使得交叉连接不重合

•	 地板使用特殊的榫槽连接在一起，并用胶水固定

•	 永久或半永久自行安装的“行业标准”选择

•	 地板最小厚度为37毫米（不包括选取的表面）

•	 地板尺寸1.125米 x 2.250米 /舞蹈面层面积1.089米 x 2.214米

•	 保证15年（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从我们的系列中选择合适的Harlequin乙烯基或木材表面， Harlequin Flexity Plus 就完成安装
了。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Harlequin Liberty | 圣三一拉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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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乙烯基地胶系列

Harlequin乙烯基地胶系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弹性
地板一同使用。它们为舞者提供了更好的防护保障，以及
他们提供了最佳安全感。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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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款地胶适合你？

Harlequin乙烯基地胶系列的研发是为了满足舞蹈界的需求。系列中包括具
有不同程度缓冲，耐用性，抓地力或“牵引力”的乙烯基材料。

•	 古典芭蕾需要柔软的表面和一定程度的牵引力

•	 街舞和嘻哈舞者通常都会穿运动鞋，所以需要较少的牵引力。太多会阻
碍动作并造成伤害

•	 当代舞蹈包含许多赤足动作，以及身体其他部分与地板接触，因此略微
缓冲的表面可能是更为合适

我们还提供其他专业产品：

•		 Harlequin	Hi-Shine,	高光泽反光性能乙烯基，适用于制作，活动和展示。

•		 Harlequin	Marine,	用于游轮和其他休闲应用的乙烯基表面。

•		 定制印刷乙烯基地胶

浏览我们的网站或致电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获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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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gro 3 3 3 3 两者均可 1.5 10,	15,	18,	20,	25 8.5 6 黑色, 灰色 Cfl-s1	(EN	13501-1)

Cascade 3 3 3 3 3 3 3 两者均可 2 10,	15,	18,	20,	25 2 2.6
黑色, 浅灰色, 深灰色,

榛子色, 白色
Bfl-s1	(EN	13501-1)

Fiesta 3 3 3 3 3 3 永久 2 10,	15,	20,	25 2 3 橡木纹理效果 Bfl-s1	(EN	13501-1)

Freestyle 3 3 3 两者均可 1.5 15,	20,	25,	30 4.5 2.67 黑色, 灰色 Cfl-s1	(EN	13501-1)

Reversible 3 3 3 3 3 3 3 便携 2 10,	15,	18,	20,	25,	30 1.3 1.6

深灰色/浅灰色, 黑色/白色,

黑色/灰色, 棕色/雾色,

榛子色/米色 , 色键绿/色键蓝,

黑色/投映灰色, 黑色/红色

Bfl-s1	(EN	13501-1)

Reversible Pro 3 3 3 3 3 3 3 便携 2 10,	15,	18,	20,	25,	30 1.5 2.25 黑色/白色, 黑色/灰色 Bfl-s1	(EN	13501-1)

Standfast 3 3 3 3 3 3 3 永久 1.5 10,	15,	20 2.6 3.4 黑色, 灰色, 深灰色 Cfl-s1	(EN	13501-1)

Studio 3 3 3 3 3 两者均可 1.5 10,	15,	18,	20,	25 3 2.3 黑色, 灰色,	深灰色,	白色 Bfl-s1	(EN	13501-1)

11



Harlequin CascadeTM

Harlequin Cascade 是优质而耐用的舞蹈地胶，深受专业舞者，艺术总监，技术和舞台经理
的喜爱。如丝般光滑的压纹表面，常常被描述成可为表演带来“温暖”的效果，还提供了良
好的抓地力，也是灯光设计师喜爱使用的高质量材料。

•	 适合於芭蕾舞，当代舞，现代舞，剧场使用，健康舞，尊巴，嘻哈舞，爵士舞，街舞，
撞击舞包括费林明高，爱尔兰舞，踢踏舞，多用途使用，演唱会和歌剧表演场地

•	 可以便携或永久安装

浅灰色 - 582

黑色 - 501

深灰色 - 406 白色 - 100 榛子色 - 470

Harlequin StandfastTM

Harlequin Standfast 是耐磨又耐用的表演地胶，是为永久安
装而设计的，当接驳位置被焊接后，一幅完整连贯的表演地
板立时呈现眼前

•	 适合於芭蕾舞，当代舞，现代舞，撞击舞包括费林明高，
爱尔兰舞，踢踏舞，多用途使用，嘻哈舞，爵士舞，街
舞，健康舞，尊巴及用作电视台，剧院和舞台表演之场地

•	 永久性多功能舞蹈或舞台地胶，适合重型使用 

•	 可以铺设在任何坚硬，光滑的地板上

灰色 - 004

黑色 - 501 深灰色 - 406

同质透心乙烯基
防滑舞蹈地胶

强化矿物纤维夹层

同质透心乙烯基地胶

同质透心乙烯基
防滑舞蹈地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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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StudioTM

Harlequin Studio 是耐用的乙烯基地胶，专为
满足舞者的需求而设计。防滑地胶为舞者增加
了对高难度的舞蹈和动作的信心。

•	 适合於健康舞，尊巴，嘻哈舞，爵士舞， 
街舞，芭蕾舞，当代舞和现代舞。

•	 坚固的轻质泡沫底层提供了保护，也是巡
回演出的绝佳选择

•	 可以永久或暂时性安装

•	 可以放置在任何坚硬，光滑的底层地板
上，配合Harlequin弹性地板更是上佳选择

黑色 - 180

深灰色 - 890 灰色 - 880 白色 - 100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防滑舞蹈表层

强化编织矿物
纤维夹层

封闭式泡沫底层

PVC支撑层

Harlequin FiestaTM

Harlequin Fiesta 的研发是为了满足对
表面看来完全像木材地板的需求，但没
有相关清洁和维护问题。橡木条表面地
板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

•	 适合於标准舞，莎莎，撞击舞包括费
林明高，爱尔兰舞，踢踏舞，多用途
使用，尊巴，嘻哈舞，爵士舞，街
舞， 健康舞和用作歌剧表演场地

•	 用于永久性安装（焊接连接处以提供
连续表面）

橡木纹理效果 - 261

透明 PVC  
表演面层

橡木纹理薄膜

稳定浸透式
聚酯纤维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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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色/雾色 - 890 榛子色/米色 - 310

黑色/白色 -  001深灰色/浅灰色 - 003

Harlequin ReversibleTM

Harlequin Reversible 是经典的双面舞蹈和舞台地胶。轻巧
轧光处理的乙烯基材料，可快速展开，平放并保持平整。两
面均耐用及防滑

•	 适合于芭蕾舞，当代舞，撞击舞包括费林明高，爱尔兰
舞，踢踏舞，多用途，剧场使用，嘻哈舞，尊巴，爵士
舞，街舞，演唱会，展览会，电视台，剧院和歌剧表演 

•	 多用途便携式地胶，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可铺设在任
何坚硬，光滑的表面上，非常适合巡回演出使用，易于
处理，方便携带

Harlequin Reversible ProTM

Harlequin Reversible Pro 与Harlequin Reversible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添加
了新的矿物纤维中间层，提供更高的稳定性，使其成为理想的印刷表面。

•	 适用于广泛用途，包括芭蕾舞，现代舞，撞击舞包括费林明高，爱尔兰
和踢踏舞，多用途，嘻哈舞，爵士舞，街舞，健康舞，尊巴，演唱会，
展览会，电视台，剧院和歌剧表演

•		 优质耐用

•		 簡單便携，易于处理

•		 快速展开容易铺平

•		 适合巡回演出

黑色/灰色 - 004

黑色/白色 - 001

黑色/灰色 - 004
轧光处理的防滑
乙烯基表演地胶

防滑乙烯基地胶

轧光处理的乙烯基地胶

强化编织矿物纤维层

黑色/投映灰色 - 005

色键绿/色键蓝 - 119       黑色/红色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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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FreeStyleTM

Harlequin FreeStyle 是专门为满足嘻哈舞和街舞者的需求
而设计的，他们要求防滑度比较低的地板，让他们自由和
安全地移动

•	 适合于嘻哈舞、爵士舞和街舞，同时适合于现代舞及当
代 舞，以及健康舞和尊巴

•	 可以便携或永久安装
灰色 - 880

黑色 - 180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防滑舞蹈面层

封闭式泡沫底层

PVC支撑层

Harlequin AllegroTM

Harlequin Allegro 是市场上最厚的可卷式舞蹈
地胶， 其缓冲，点弹性和防滑舞蹈表面，为舞
者提供保护。 

•	 适合于当代舞，现代舞，爵士舞，街舞， 
嘻哈舞，尊巴和健康舞

•	 减低表演者的疲劳和受伤机会

•	 耐用地胶

•	 可以便携或永久安装

灰色 - 880

黑色 - 180

防滑舞蹈表面

强化矿物纤维
织夹层

封闭式泡沫层

PVC 支撑层

Harlequin Allegro 
Dance Nation ©Marc Bre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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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 
把杆

不管您选择便携式，独立式还是永久性挂墙或落地
式的芭蕾舞把杆，你也会发现它们是舞者的 

必需品。芭蕾舞把杆练习注重灵活性，力量， 
平衡和精确度。也为舞蹈室或排练空间增添了 

点睛之妙。 

单层及双层挂墙式芭蕾舞把杆
Harlequin挂墙式芭蕾舞扶手，备有多种
形状的安装板，以配合你的教室设计

•	 所有把杆都配备整套螺丝和塑胶塞，
可安装于任何高度 (单层支架有四组配
备而双层支架则有六组配备)

•	 建议高度从地板到上层中心1052毫米
(ISTD / RAD推荐在1020  -  1150 毫米
之间)

•	 所有把杆中心点跟墙壁的距离都定在
21厘米 ，双层支架抖杆的两条木杆距
离相隔 20厘米

•	 把杆的交接位可隐藏于支架内，以营
造无间断的效果。例如︰沿教室整幅
墙壁来安装

•	 支架的标准颜色是黑色，灰色和白
色。其他颜色包括金属和镀铬都是定
制的

•	 木杆的直径为5厘米，长度为150厘
米。榉木制的木杆更有其他长度以供
选择。

•	 木质独立式芭蕾舞把杆采用无涂层自
然打磨处理

双层支架 柱位支架单层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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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图片中显示的木杆是单独出售的。

窗户下方壁挂式支架

底部盖板掀起

转角支架

底部盖板盖上

單層支架 雙層支架

落地式支架

在很多情况下，芭蕾舞支架无法固定在墙壁上 - 可能在镜子
前或墙壁规格不适合安装。

Harlequin提供两种类型的落地式芭蕾舞支架。标准的落地
式支架设计适用于安装Harlequin弹性地板的同时安装，支
架的垂直支安装在底层地板上，弹性地板围绕它安装。

非弹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可以安装在现有的非弹性的地
板上。

窗户下方壁挂式支架和柱位支架 
定制设计的支架可安装在大多数窗户或障碍物上。可根据
要求订购。

转角支架

Harlequin转角支架专门用于连接角落内的两支松木或榉木
把杆。

末端支架

末端支架

专门用于将Harlequin芭蕾舞把杆的末端固定到相邻墙壁的
墙上。

Harlequin 非弹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由高品质钢铁做成，
表面镀上粉末涂层。底板配有盖板，可隐藏地板配件，为您
的教室提供流线型外观。

Harlequin非弹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可以由专业团队安装
或购买后自行安装。支架标准颜色是黑色，你也可订购各种
颜色。

落地式支架和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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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	 把杆长度 - 132厘米

•	 重量大约 - 9公斤

中型

•	 把杆长度 - 182厘米

•	 重量大约 - 12公斤

大型

•	 把杆长度 - 360厘米

•	 重量大约 - 20公斤

榉木扶手

铝质扶手

独立式芭蕾舞把杆
我们专业的可移动芭蕾舞把杆轻巧但非常稳定。采用
氧化铝制成，光滑的银色表面，扶手部份可选择铝或
榉木。

•	 由地面至下层把杆的高度 - 82厘米

•	 由地面至上层扶手的高度- 105厘米

•	 扶手直径 - 4厘米

•	 底座深度 - 73厘米

•	 底座可微调，在不平的地板上仍能保持稳定

•	 使用额外的组件，便可作出多种不同设置。例如：
直排连贯式，直角式

•	 木质独立式芭蕾舞把杆采用无涂层自然打磨处理

独立式芭蕾舞把杆延伸套装

Harlequin独立式便携芭蕾舞把杆延伸采用
氧化铝制成，带有榉木或光滑的银色铝制饰
面。该套件最适合与我们的大型独立式芭蕾
舞把杆使用，当然也可以配合我们的中小型
版本使用。

铝质芭蕾舞
延伸套装

‘T’ 接合位

‘十字’接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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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Tap & Turn 板块

Harlequin’s Tap & Turn 专为踢踏舞者设计。它提供清脆的
声音，且踏在脚下非常稳固，尺寸正适合在家里练习。

它是一块915毫米x800毫米x18毫米的顶级桦木胶合板，
单面配有Harlequin Reversible 乙烯基地胶。巡回舞蹈节
目’Burn the Floor’的舞者用它来进行排练。它可用于保护现
有地板，或在铺有地毯的房间室内进行练习。配有方便的
手柄，便于运输。

Harlequin 练习垫

Harlequin练习垫旨在让舞者有机会在Harlequin Cascade
上练习他们的舞蹈动作， Harlequin Cascade使用者包
括：皇家芭蕾舞团，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
芭蕾舞团，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大河之舞，悉尼舞蹈
团，皇家舞蹈学院，苏格兰芭蕾舞团，Glyndebourne
歌剧院，萨德勒威尔斯，香港芭蕾舞团，美国芭蕾舞剧
院，圣三一拉邦音乐学院等等。

铺设1米x1米的Harlequin练习垫可以保护现有的地板，
是在家中练习不同舞蹈动作的完美尺寸。

家用舞蹈系列 1919



地胶胶带

Harlequin 提供一系列单面的 
gaffa和PVC及双面胶带，适用于 
所有便携式和半永久性情况下的
Harlequin地胶。

Harlequin Liberty  
弹性地板配件

存储车

地胶存储车

建议存放或移动较大的卷筒。提供1.5米和2米两种版本，可存
放4卷或6卷，黑色粉末涂层钢。

请注意，储存车可储放所有卷长度最多为18米的Harlequin乙
烯基地胶（Harlequin Allegro除外），但是，储存车主要用于
存放最多为15米長的Reversible 或Reversible Pro

地板存储车

建议存放和移动最多20块Liberty地板，黑色粉末涂层钢。

储存车可以快速装载和卸载，并且使用无标记的制动轮进行操
作，易于操作。

地膠儲存袋 

建議在運輸和外
出表現時使用，
以保護乙烯基地
膠。 採用耐用的聚酯
乙烯基織物製成，帶有
防水背襯，配有重型尼龍
帶，便於攜帶。

Harlequin 配件

坡道, 围边

地板存储车 地胶存储车

地胶卷带

建议存放或运输Harlequin地胶使用，确保
地胶牢固地卷在轴心上。备有各种尺寸，适
合我们各种的舞蹈地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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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Harlequin的弹性地板和乙烯基地胶可由Harlequin的专业安装团队安装，我们也乐意
提供咨询和建议服务，以确保你的新地板正确安装并完全符合现行法规和标准。

•	 根据你的要求选择最合适的地板并提供初步指引

•	 现场测量服务包括地板水平测量，湿度含量和3D图纸

•	 设计适合现有空间的地板

•	 按照建筑师计划设计地板

•	 供应和安装地板和配件

•	 Harlequin现场安装团队切合你的建筑计划时间表

•	 百分百保证（适用于有关条款及细则）

如欲获得更多资讯和建议 
请致电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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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维护

Harlequin提供一系列产品，目的在延长地板使用寿命。

清洁的频率和所需的维护类型取决于使用频率和玷污程度。但是，如果定期进行“深
层清洁”，日常清洁将更有功效，并且地板更能保持其性能及表现。

请根据建议的稀释量使用Harlequin清洁产品。使用不当或使用不正确的产品会对地板
产生不良影响，并可能使保修失效。不应使用研磨粉或乳霜，强溶剂如丙酮或高碱性
溶液，否则会导致地板永久的损害。

有关更多资讯和建议，请浏览我们的网站或联系我们的团队。



Harlequin Asia Limited
2/F	The	Strand	49	Bonham	Strand	Sheung	Wan	Hong	Kong	
Tel:	+852	254	11	666		
Fax:	+852	254	11	999
Email: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British Harlequin plc
Festival	House	Chapman	Way	Tunbridge	Wells	Kent	TN2	3EF	
Freephone:	0800	28	99	32	
Tel:	+44	(0)1892	514888	
Fax:	+44	(0)1892	514222
Email:	enquiries@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Europe SA 
29	rue	Notre-Dame	L-2240	Luxembourg
Tel:	+352	46	44	22	
Fax:	+352	46	44	40
Email:	info@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Deutschland GmbH
Melanchthonstraße	16	D-10557	Berlin	Germany
Tel:	+49	(0)	30	340	441	600	
Fax:	+49	(0)	30	340	441	649
Email:	anfrage@harlequinfloors.com

American Harlequin Corporation
1531	Glen	Avenue	Moorestown	NJ	08057
Tel:	+1	(856)	234	5505	
Fax:	+1	(856)	231	4403
Email:	contact@harlequinfloors.com

Australian Harlequin Pty Ltd
Unit	1	47	Prime	Drive	Seven	Hills	NSW	2147	Australia
Tel:	+61	(2)	9620	7770	
Fax:	+61	(2)	9620	7771
Email:	auscontact@harlequinfloo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