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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弧形配置

线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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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与 USB 
电源选件

六座簇状配置

Bernù Aero 高性能横梁椅系统可用于人流量大的候机区，舒适性一流，可提供长期支撑。此系列座椅
外观优雅，突出空气动力学轮廓，设计美学适宜公共场所，采用现代风格。Bernù Aero 灵活混搭各种
材料、集成附件以及电源选件，提供多种多样的布局配置，包括从线形到弧形再到簇状系列等等，是同

类产品中功能最全面的公共座椅。



三座单元

四座单元
显示有杯架扶手

五座单元

线形配置

双座单元
显示有悬臂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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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配置

四座内弧，带楔形桌

五座外弧
显示有环形扶手

六座簇状，带中央三角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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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

座椅和靠背内有钢制框架，因而可提供良好
的耐用性和长期性能。

午夜黑

标准颜色

木炭灰 皇家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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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ù Poly 拥有 Bernù Aero 的高性能，同时具有易于维护的整
体聚氨酯表面，简单实用。Bernù Poly 具有抗菌特性和耐用结构，
对于需要舒适性和便利性的候机区，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

Poly 认证
Bernù Poly 通过了 CAL 133 和 BS 

5852 可燃性认证，以及 ISO 22196 抗
菌特性认证。

注塑聚氨酯

材料



软椅垫

可以用任何类型的布料、聚乙烯树脂
或皮革包饰。

Bernù Aero 座椅和靠背是覆有注塑海绵的
轧钢，并粘合到 ABS 外形上。只需卸下四个
螺钉即可在现场轻松更换椅垫。

7

Bernù Aero 具有线条优美的金属轮廓和毛绒坐
垫，使用舒适且持久耐用，适合人流量大的候机
区。采用无缝软椅垫，最大限度延长使用寿命；如
果受损，可轻松更换。 

软椅垫

材料



木质座椅和靠背由层压硬木胶合板制
成，采用单一模制外形切割而成，可确
保座椅之间纹理连续。标准木材纹理为
胡桃木、枫木和橡木。可选配软椅垫。

胡桃木 枫木 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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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金属板由激光切割成型，匹配 

Bernù Aero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轮廓。钢
材经过抗腐蚀预处理，并用粉末涂层了 

Arconas 的标准颜色。 

三座单元不带扶手，具有黑色纹理。

穿孔金属

木材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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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任何材料以满足空间、装饰或位置的需求。可根
据要求提供其他材料组合。

穿孔金属靠背/软椅垫座椅

穿孔金属靠背/聚酯座椅

木靠背/聚酯座椅

混搭

材料



环形扶手

悬臂扶手

悬臂扶手，带杯架

扶手由实心压铸铝制成，经过缎面抛光，色调明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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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

附件和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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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ù Aero 椅腿标配可调节滑盘，能够
实现精准调平。硬地板可使用可选的地
板安装和防滑滑盘。

悬臂椅腿安装在地板上，朝内放置，以
消除障碍。

背靠背连接件 

背靠背连接件将两个单元牢固连接在
一起，适用于所有线形和弧形配置。

铝合金滑盘
防滑

地板安装

悬臂

标准

椅腿和连接件

附件和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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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管理设备 (CMD) 

CMD 用于隐藏过长的 inPower™ flex 线
缆并防止破坏。此设备还可以沿着横梁
的任何地方伸出电源线。

inPower™ Flex 

inPower™ flex 可轻松安装在座椅和桌
子下方，提供足够的插座，可同时为多
达 4 台设备充电。每个模块均经过 UL 

认证测试，具有许多内置安全功能。要
详细了解该设计新颖的充电设备，请访
问 inpowerflex.com。

inPower™ flex 插座规格可满足世界各国的
电压要求。

圆塔

- 多种高度选择
- 内置电源插座和 USB 端口
- 用于媒体、FIDS 等的可选电视支架

北美模块 通用模块

电源与媒体

附件和选件



9" 楔形桌是四座内弧单元的标配。 21" 桌子取代座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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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桌子材料

提供多种图案和颜色选择

行动不便者座椅

座椅位置升高，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员轻松坐进/离开椅子。

无障碍座椅

为了从轮椅上进行横向转移，取下了联排座椅末端位置的外扶
手。

优先座椅以国际公认的符号标识，表示该座位仅供行动不便人士、家庭或孕妇使用。靠背上
绣有符号，确保设计准确，长期耐用。

20"
513 mm

HP 层压板 人造石 花岗岩

可根据要求提供定制符号。

桌子

优先座椅

附件和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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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ù Aero 最大限度减少了零件数量，以便快速安装和轻松维护。无需拆解
整个单元即可一对一更换座椅和靠背，卸下四个螺钉即可更换软椅垫。靠背
之间具有开放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残渣堆积；横梁下方椅腿间距宽，提供
足够的开放空间，便于清洁。  

组装与维护



 

表面处理
Bernù Aero 的框架由实心压铸铝制成，可确保零件
优质精密和持久耐用。 

1. 座椅和背板 

 成型钢，包含高达 30% 的再生材料

2. 扶手
 实心压铸铝，包含高达 70% 的再生材料

3. 座套
 聚乙烯树脂、聚氨酯、人造皮革、皮革或 C.O.M.

4. 横梁和端盖
 挤压铝，包含高达 70% 的再生材料

5. 座椅支架/椅腿/滑盘
 实心压铸铝，包含高达 70% 的再生材料

附件和选件
桌子：HP 层压板，带聚乙烯树脂边缘或人造石。

三角簇状底座：粉末涂层钢制底座，选配钥匙锁门，以便
快速接触内部结构。

悬臂椅腿：粉末涂层钢。

inPower™ Flex：模块包括用于北美插头、通用插头的插
座，以及用于特定国家/地区的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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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性
ANSI/BIFMA X5.4

可燃性（组合试验）
CAL 117 

CAL 133

BS 5852（欧洲）
室内空气质量
ANSI/BIFMA X7.1-2011

抗菌
ISO 22196

环境
Arconas 提供全球最环保的公共座椅。我们的海绵
不含 CFC，所有座椅都通过了 ANSI/BIFMA 的严格
排放标准，有助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我们的座椅系统还能帮助建筑环境取得商业室内项
目 LEED 认证。

Bernù Aero 符合以下行业标准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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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5700 Keaton Crescent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R 3H5

电话： +1 905-272-0727

免费电话： +1 800-387-9496

info@arconas.com

   /arconas

 @arconas
arcon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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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规格、表面处理和 CAD/ REVIT 模型可从  
arconas.com/products 下载。

单座单元

BA2S  双座单元
宽 49"/深 28.5"/高 33"/座椅高度 17"
124 cm/73 cm/84 cm/43 cm

BA5S  五座单元
宽 118"/深 28.5"/高 33"/座椅高度 
17" 300 cm/73 cm/84 cm/43 cm

BA3S  三座单元
宽 72"/深 28.5"/高 33"/座椅高度 17"  
183 cm/73 cm/84 cm/43 cm

BA4S  四座单元
宽 95"/深 28.5"/高 33"/座椅高度 17"  
241 cm/73 cm/84 cm/43 cm

弧形单元 六座簇状单元

BA4SINS 内弧，四座单元，包括楔形桌
宽 105"/深 32.5"/高 33"/座椅高度 17"
267 cm/83 cm/84 cm/43 cm BACLUSTER

宽 104"/深 92"/高 33"/座椅高度 17"   
264 cm/233 cm/83 cm/43 cm

BA4SINS  外弧，五座单元
宽 119.5"/深 33"/高 33"/座椅高度 17"
304 cm/84 cm/84 cm/43 cm

背靠背单元

每侧两到五座单元 背靠背 内弧和外弧单元

选件

BERNCARM  悬臂扶手
宽 2"/深 14.5" 
5 cm/37 cm

BERNTABLE  21" 桌子
宽 24.5"/深 19"/高 17"
62 cm/48 cm/43 cm

BERNARM  环形扶手
宽 2"/深 14.5"/扶手高度 12"
5 cm/37 cm/30 cm

BERNCARMDH  杯架
直径 3.5"/深 5"/ah 22.5"
8 cm/12 cm/57 cm

BERNBTOB  背靠背连接件
（两个单排宽度增加 6"）

保证长期满意

我们向客户承诺，我们的政策是永不停产任何公共座椅产品。我们保
证终身提供 Bernù Aero 系列零部件。

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