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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在不受任何外界影响
时的自然姿势。所有的关节都
放松-与使用Salli马鞍椅时的
姿势相同。

萨利公司从1990年开始开
发产品。目前已经由一个生产
马鞍椅的小厂家发展为健康坐
姿的领军者和先锋。至今Salli
马鞍椅已经出口到58个国家，
使用在几百种行业当中。

Salli的理念包括：

1)	座椅，桌子以及专业的配件
2)	家具的最佳使用和调节
3)	工作过程中对主要体内循环
的活化
4)	穿着适合坐姿的最佳服饰的
原则
5)	通过培训，增强身体的意
识，从外表，健康和生产力
方面增进对坐姿发展的潜力
的了解。

现在起我们通过切实的研
究和产品开发计划来进行。我
们强烈地想去帮助我们的用
户，建立新的坐姿健康意识，
并将其列为影响我们日常工作
的主要身体因素。

维力-尤西.约卡宁
(Veli-Jussi	Jalkanen)	

创始人，董事会主席

适
应
新
坐
姿
需
要
一
定
的
时
间
！

当开始使用一个新
的坐姿时你可能觉得有些
不舒服，这就如同你开始
一项新的运动。下背部的
肌肉可能觉得酸痛，因为
你开始使用它们。大腿内
侧可能觉得很紧，因为这
里的肌肉不习惯被拉伸。
坐骨位置也会觉得更加紧
张，如果你还没有习惯坐
骨承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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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采取传统坐姿的时候，臀部和膝盖都
呈90度弯曲，我们的身体平衡和坐姿都非常不
好。这会影响到上身的很多部位，同时减缓体内
循环。

传统座椅天生带来的这种不良坐姿，拉伸
背部肌肉使其变得紧张，从而减慢体内循环（血
液：5升，淋巴液：14升）。
脊柱的小面关节打开，从而
给椎间盘增加了多达30%的压
力。靠背对此并起不到真正的
帮助作用，因为髋关节的90°
角使得骨盆没有办法前倾从而
保持自然的姿势。 

上身的重量同时也分布在
大腿的后侧，臀部，盆底，以
及生殖器区域，从而导致这些
地方的循环也被减缓，导致腿部的水肿。

传统坐姿

当我们使用两瓣式马鞍椅时，体内循环没有
受到妨碍。骨骼（坐骨，脚部还有肘部）支撑身
体的重量，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压力由软组织承
担。

身体的姿势也没有受到影
响，因为两腿分开斜向下呈45
度角，盆骨自然向前倾。当盆
骨向前倾时背部就能保持自然
的姿势。当一个人能保持像站
立时一样的身体平衡时，坐着
就会感觉简单并自然。没有紧
张的肌肉或外部压力干扰体内
循环。

更加深入的呼吸以及得到
改善的体内循环使我们的身体
得到更多的氧气和营养。

骑马式坐姿

传统坐姿对健康和生产效率都有负面的影响。我
们的身体结构并不适合坐着，但是我们通常每天都需
要坐12-15个小时，而且我们自己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
一点。

关键在于，我们的身体需要足够的氧气和营养，
同时要及时排出体内的垃圾；这两种功能都需要靠活
跃的（血液和淋巴）循环来实现。

不良的坐姿会影响整个身体。弯腰驼背会拉伸我
们颈部和腰部肌肉导致酸痛。椎间盘在不均衡的压力
下功能逐渐退化。

呼吸太浅，脑部不能得到足够的氧气因此不能一
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头部疼痛。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
变缓，从而导致下肢水肿，增加静脉曲张的风险。肠
道蠕动缓慢，生殖器区域受到不舒服的压迫。

肌肉骨骼疾病痛苦-且昂贵

萨利理念为何有效？

请
保
持
活
跃
的
坐
姿
!

人体工程学的专家们建议
大家采用活跃的坐姿-在身体平
衡的情况下保持主要肌肉的活

跃。身体的活动以及对肌肉的使用会
改善体内循环。

Salli微摇款马鞍椅的微摇装置使
得座椅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活动，从
而避免了静止不动的坐姿。这样可以
激活您的主要肌肉（胃部，下背部肌
肉和盆底肌肉）使其变得更加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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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理念为何有效？

使用传统座椅带来的压力妨碍
了骨盆，尾椎骨，盆底，以及生殖
器区域。这些压力被认为会提高胃
肠、骨盆内的健康风险，并引起勃
起功能障碍。

使用传统座椅时，男性总是
倾向于向后仰从而避免生殖区域受
压。这意味着背部不能保持正直，
结果是带来背部健康问题。

使用一瓣式马鞍椅时，骨盆开
口处的压力甚至会更大。为了避免
这个压力我们自然的往后仰，结果
是造成弯腰驼背。如果一个人已经
有了背部疼痛问题，由于过于疼痛

而无法弯腰的话，最终结果就是骨
盆开口处承受的压力使得生殖器区
域变得麻木。

当坐在两瓣式马鞍椅上时，压
力主要在坐骨区域。软组织所承受
的压力减少，从而我们可以在一个
平衡的姿势上坐得更加舒服。体内
循环也保持通畅。

我们建议使用者穿着宽松的裤
子并且在落座之前稍稍提起，使盆
腔底部的衣物尽量松弛。这样可以
更好的享受马鞍椅带来的好处。

坐姿对骨盆组织的压力

头脑清醒 
肩部放松 
坐姿改善 
呼吸深入 
背部健康 

轻松使用鼠标 
胃肠蠕动加快 
臀部循环加快 

生殖器区域更加健康 
更加有助于关节健康 

良好的腿部循环

头痛 
肩部紧张 
不良姿势 
呼吸变浅 

消化系统减慢 
鼠标手症状 

下背部疼痛，退化 
脂肪堆积 

生殖健康问题 
关节疾病 
静脉曲张

SALLI工作台	传统工作台

血液和淋巴循环通畅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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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和配件

高质量固定宽度可
摇摆座椅.

SALLI 微摇款

高质量可摇摆座椅. 
座椅两瓣间的宽度可以
调节.

SALLI 微摇贴合款
经济实惠全人手工

包制的两瓣式座椅.

SALLI 基础款

可以固定在任意的桌面
上，帮助缓解久坐肩、颈、
背部的酸胀。黑色人造革皮
面，宽67cm，深22.5cm。

手托

给肘部，腕部以及使用
鼠标的手臂提供支撑，适合
与升降桌配套使用（左手或
者右手均可）,黑色聚氨酯
材料。

手肘支撑组合

配合搭配较高的工作台，用
来支撑双脚。仅推荐使用在一些
临时的场合。直径460mm。

脚圈

不用手就能调节座椅的高
度。非常适用于对卫生非常严格
的环境。如果需要，高度仍然可
以手动调节。

脚踏调节升降

旋转扶手可以旋
转到椅子的任何一个角
度，并且也可以在固定
的位置围绕其轴心旋
转。可以用来给双臂或
单臂提供支撑。

旋转扶手

专为伸懒腰设计。
坐在马鞍椅上时并不需
要使用靠背，因为身体
在平衡的姿势下，脊柱
能给上身提供足够的支
撑，肌肉能保持放松。 

伸懒腰靠背

很非常适合精细工
作，或者是任何需要肘
部支撑的工作，可以旋
转180°使用。

固定扶手

设计紧凑并多功能
的工作台，办公或者家
庭都适用。

手肘桌

两瓣宽度和前后倾
斜功能可调节座椅.

SALLI 多变舒适款

入门级一体成形聚
氨酯的两瓣式座椅.

SALLI 职业款
更柔软轻盈的一体成形

聚氨酯多功能两瓣式座椅.

SALLI 轻盈款

摇摆机械装置

轻盈款倾斜

轻盈款微摇

座椅两瓣间的宽固定 座椅两瓣间的宽可调 倾斜功能可调

轻盈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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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

因为各种职业病：肩
膀，颈部和下背部，牙医
通常都退休比较早。基本
上所有牙科行业的工作者
都受到不良坐姿的影响，
比如腿部循环不畅，缺
氧，髋关节、膝关节和肩
部问题，以及生殖系统的
健康问题。

现
在
就
行
动
起
来
吧
！对于牙科工作者来说，坐姿

是其最大的健康风险所在，因为在
给病人的长时间治疗过程中，医护
人员都采取着非常不自然的工作姿
势，以及不断重复的动作。这种不
良的姿势给脊柱带来的压力是站立
姿势时的两倍。

坐在两瓣式马鞍椅上时，背部
的姿势和站立时的姿势一样，腰部

的生理曲度得到保持。椅座中间的
间隙可以让使用者在身体前倾时也
能保持背部的挺直。坐在马鞍椅上
移动取物是简单并迅速的。小巧实
用的Salli马鞍椅让医生和助手都
能尽量的靠近患者工作。

更高层次的人体工学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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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美容和理疗

人体工学的设计、健康的坐姿在两瓣
式马鞍椅上得到了最好的呈现。坐在马鞍椅
上，腰椎曲线会自然的得到保持，从而减轻
了对椎间盘的不健康压力。椅座之间的间隙
使的使用者就算在长时间的操作过程中也能
保持良好的坐姿，因为生殖器区域没有不舒
服的压迫感-也就不需要弯腰。

坐在马鞍椅上，身体可以灵活的移动，
就像站着时一样。围绕着患者旋转或者移动
取物都是非常省力的。除此之外，医生的办
公桌前不再需要另外一张办公椅，因为坐在
马鞍椅上移动简便又快捷。

背痛不再来

美容和理疗师的工作是对人体工学的
一大挑战，因为他们需要长时间弯腰贴近客
户的身体工作。使用Salli马鞍椅时，这些
工作都能坐着完成，同时保持背部正直的姿
势。

因为有了两瓣式马鞍椅，生殖器区域
没有不舒服的压迫感，就不再导致弯腰驼
背。Salli马鞍椅的有些椅座可以倾斜适当
的角度，有些可以随着使用者身体的活动而
活动，尤其是后者能增加身体的活动量，促
进血液和淋巴的循环。

Salli帮助你更好的照顾自己

“

“在
医疗保健领域，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人体工学。Salli马鞍椅给
医生，护士，牙医，理疗师等提供了多种产品选择，帮助他
们摆脱不良工作环境带来的问题，避免新的病痛。Salli马鞍

椅帮助提高工作效率，尤其适合一些小空间的场所和精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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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坐
姿太重要了！当你需要坐着时，最好的方式就是坐在两瓣式微摇款
马鞍椅上。但是就算你每次都是使用正确的姿势，我们还是建议时
不时的起来走动一下。坐在马鞍椅上移动取物，当你打电话时尽量

多站起来走动，或者利用椅子进行一些锻炼—你的身体会感谢你！

“

“

教育

不良的坐姿会阻碍体内循环，造成脑部
缺氧。这会导致疲劳，工作效率低下，错误
百出。并且，背痛变成了普遍的问题。

弯腰驼背的坐姿会损坏下腰部的椎间盘
健康，长期下来导致关节炎。不仅如此，每
次我们落座时，大腿、腹股沟以及生殖器区
域的衣物都会拉伸变得紧绷，从而影响我们
敏感的淋巴和血液循环。

为了保持正直的坐姿，你还需要一张
升降桌，因为坐在马鞍椅上将会比坐普通椅
子时高一些。 萨利公司也可以提供电动升
降桌，请看第5页。站着工作一整天是非常
辛苦的，坐站交替的工作方式却是最佳的选
择。

对男性和女性都安全的坐姿

站立和弯腰给教师的背部很大的压力。
如果能使用马鞍椅，辅导单个孩子学习就变
得非常简单：你不再需要弯着腰。你可以非
常简单的移到小孩的一侧，在保持好的、正
确的坐姿的同时俯视。坐在马鞍椅上比传统
座椅要高一些，因此更适合在全班或小组同
学面前讲课。

对于学生来讲，每个人都可以根据需
要调整自己的桌子和椅子的高度更符合人体
工学。人体工学对减少疼痛、改进姿势、保
持背部健康有很大的作用。坐立不安的感觉
没有了，因为坐姿非常的自然和舒服。在学
校保持好的坐姿就意味着未来拥有健康的后
背！

健康的选择从起跑线开始



9www.salli.com

家庭 工业

在家里正确的坐姿也一样重要，因为一
旦健康受到坐姿的影响，常规的锻炼也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不良的坐姿影响整个身体：
颈部，肩部变得紧张并且酸痛，缓慢的血液
和淋巴循环导致肿胀，甚至肠胃的蠕动都会
变缓。

萨利产品可以帮助你在家中也保持你身
体的活跃，增加身体的运动量。很多以往需
要站着完成的工作，例如：熨衣服，做饭，
也都可以坐着完成。特别是对于一些年长
者，生活将变得更加轻松和安全。改善您的
坐姿，同时也请教会您的家人如何让正确的
坐姿改善他们的生活。

把运动带进你的生活

Salli的产品非常适合一些要求特别高
的场合。我们有聚氨酯材质的座椅，而且承
重非常好。

坐在马鞍椅上移动非常方便，并且膝
关节，髋关节和上身的循环都得到很好的保
障。因为椅座中间的间隙，一整天坐在上面
也可以保持正直的坐姿，生殖区域完全没有
不舒适的压力。

坐在马鞍椅上，您不需要考虑工作的姿
势，从而可以更好的专注于实际的工作-工
作变得更有效率。

特殊的环境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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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舒适款基础款微摇款

座椅

   摇摆座椅但是两                                   固定椅座 
   瓣距离不可调                              
     

 座椅两瓣间的宽固定      座椅两瓣间的宽可调

两瓣距离和前后倾斜功
能可调

固定椅座 一体成型聚氨酯坐垫并
且中间带有一凹槽

摇摆机械装置 X X – – – X / –

倾斜功能可调	 – – – X – X / –

座椅两瓣间的宽可调 – X – X – –

椅座 微摇款 微摇款 基础款 多变舒适款 职业款
轻盈款 (轻盈款基础，
轻盈款微摇，轻盈款

倾斜)

椅套	
真皮 /  
人造革, 
其他

聚氨酯海绵椅座 聚氨酯海绵椅座

气动杆		
小，中，大 
电镀/黑色,  
其他

黑色 黑色

底座	
标准直径为540mm,  
其他

直径540mm, 黑色塑料 直径540mm, 黑色塑料

脚轮		
直径65mm，磨砂脚轮, 
除非特殊要求

重量（千克） 11.5 11.0 10.1 10.1 6.5
轻盈款基础款重量为5.9
轻盈款微摇款重量为7.4
轻盈款倾斜款重量为7.6

360度旋转扶手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X X

固定扶手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手肘桌	
配用700毫米五星脚

X

靠背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X (轻盈款倾斜)

脚踏升降	
配置特殊的气弹簧 

X X X X X X

脚圈 X X X X X X

职业款微摇贴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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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轮
磨砂脚轮

 ● 直径65mm
 ● 高级定制优质脚轮

气动杆底座

 ● 直径540mm
 ● 职业款和轻盈款标
配底座。黑色。

塑胶底座

大号铝合金底座

 ● 直径620mm
 ● 带配件座椅标配底座，增
加稳定性
 ● 银色和黑色可选

标配铝合金底座

 ● 直径540mm
 ● 基础款、微摇款、微摇贴
合款和多变舒适款标配底
座。银、黑两色可选。

小号 中号 大号

   摇摆座椅但是两                                   固定椅座 
   瓣距离不可调                              
     

 座椅两瓣间的宽固定      座椅两瓣间的宽可调

两瓣距离和前后倾斜功
能可调

固定椅座 一体成型聚氨酯坐垫并
且中间带有一凹槽

摇摆机械装置 X X – – – X / –

倾斜功能可调	 – – – X – X / –

座椅两瓣间的宽可调 – X – X – –

椅座 微摇款 微摇款 基础款 多变舒适款 职业款
轻盈款 (轻盈款基础，
轻盈款微摇，轻盈款

倾斜)

椅套	
真皮 /  
人造革, 
其他

聚氨酯海绵椅座 聚氨酯海绵椅座

气动杆		
小，中，大 
电镀/黑色,  
其他

黑色 黑色

底座	
标准直径为540mm,  
其他

直径540mm, 黑色塑料 直径540mm, 黑色塑料

脚轮		
直径65mm，磨砂脚轮, 
除非特殊要求

重量（千克） 11.5 11.0 10.1 10.1 6.5
轻盈款基础款重量为5.9
轻盈款微摇款重量为7.4
轻盈款倾斜款重量为7.6

360度旋转扶手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X X

固定扶手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手肘桌	
配用700毫米五星脚

X

靠背		
配用620毫米五星脚

X X X (轻盈款倾斜)

脚踏升降	
配置特殊的气弹簧 

X X X X X X

脚圈 X X X X X X

拆卸底座，椅座，和
气动杆的实用工具，避免
损坏部件。

拆装工具

椅套及颜色

零配件

银、黑两色，有3个尺寸
可供选择：小号（适合身高
160cm以下），中号（适合身
高160-180cm），大号（适合
身高180cm或以上）。

超大号铝合金底座

 ● 直径700mm
 ● 铝合金材质，塑胶脚踏
 ● 手肘桌标配
 ● 只有银色可选

清洁椅面

真皮

定期真空吸尘。
如果定期用柔软潮湿
的布料擦拭，真皮能
够更长期的保持干净
整洁。有的污渍之后
尽快清洁。使用潮湿
的布料或者纸巾沾点
水或是喷雾清洁剂。
可以使用真皮保养
油，但是有些浅色的
皮料可能会被染色。

人造革

用柔软的干布擦
拭污迹。

聚氨酯

有污迹后，要迅
速使用弱碱性的清洁
剂清洁。用湿布温水
擦拭表面，如果需
要再擦干。禁止使用
强碱性清洁剂，漂白
剂，例如氯酸盐，丙
酮，二甲苯或强酸性
液体。

轻盈款

用柔软的干布
擦拭污渍。

用专业的真皮保
养油护理。

进口牛皮

人造革

淡米白酒红

经典黑 法拉利红 尊贵蓝

经典黑 法拉利红 尊贵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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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	755	8238	8150
传真	+86	755	8238	8150
infocn@salli.com
www.salli.com

萨利香港有限公司
萨利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518114

	●我们是技术质量的市场领航
者。
	●我们生产的座椅和家具可以为
你服务数年。
	●我们只选取最好的材料，在材
料上面决不妥协。	
	●我们只接受最佳的手工工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全世
界唯一的马鞍椅生产商，给每
一把椅子标上序列号的原因。

芬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