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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away

Flyaway 公共座椅系统经过专门设计，精准满足当今繁忙机场和商业场所的需求。 
Flyaway 集优越性能、经典设计和出众的舒适性于一体，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呈现卓越座椅。



部分安装地点：
–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 葡萄牙里斯本波尔特拉机场 

–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达拉姆国际机场
– 马萨诸塞州洛根国际机场
– 纽约拉瓜迪亚国际机场
– 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国际机场
–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设计
Flyaway 座椅由获奖设计师 Douglas Ball 专为
高人流量环境设计，兼顾用户舒适度和时尚外
观。符合人体工学的腰部支撑，加高型座椅靠背
和充实的缓冲坐垫，为长时间候机乘客营造出
非凡的舒适感。

优越性能
经久耐用的 Flyaway 系统由实心压铸铝部件构
成，配置独有的销锁，可将座椅部件对准单个钢
制横梁组件。五座背靠背单元设计简洁，仅需四
只椅腿即可形成牢固支撑。

绿色环保 
我们座椅所用的海绵不含有害氯氟烃，亦不会
释放有害气体。我们的制造流程尽一切可能减
少浪费。所有海绵和金属部件均可回收。我们的
公共座椅产品通过了 ANSI/BIFMA 排放标准 

X7.1-2011，还可帮助客户取得商业室内项目 

LEED 认证。

可拆卸座套系统
Flyaway 采用独有的可拆卸座套系统，便于现场轻松更换座椅垫和靠背垫。



中间桌
取代中间座椅位置。

长椅
可提供室内和室外型号。显示有不锈钢座板升级。

端桌



安全保障
Flyaway 座椅下方空间采用开放式设计，显著提
升了机场安保人员的候机区巡逻视线。座椅系
统超过了 ANSI/BIFMA 标准，保证乘客安全。	
Flyaway 的坚固结构可防止座椅倾翻。

安装与配置
Flyaway 灵活便捷的安装设计（包括地板安装）
使得安装操作轻而易举。多种配置可供选择，	
包括单排和背对背排座椅组成的直型、转角和 

U 型单元。

易于维护
Flyaway 尽量减少地面接触点，从而使地面清洁
变得更加简单。易于维护的坐垫设计可便于维护
人员在现场轻松重新安装椅面。Flyaway 凭借模
块化设计和精简化零件数量，为座椅维护工作免
去后顾之忧。

视线清晰 标识刺绣

搁脚板和中间桌



cluster
flyaway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电源接入
电源接入选件可将座椅改为一个临时工作
站。电源插座和 USB 端口位于桌子边缘下
方，无需起身即可轻松接入设备。便携式电
子设备的电线悬于桌面下方，毫不影响正
常活动。

Flyaway Cluster
Flyaway Cluster 六座单元打造出布局新颖
的舒适候机区，可提供更多的个人空间和
桌面空间。增加个人空间可提高座椅利用
率，同时大型中央桌设计为所有乘客提供
了足够的共享桌面。

座椅布局
簇状排列座椅可组合为半圆形座位安排，	
便于家庭成员和小型团体相聚而坐。 

防火等级
Flyaway 已达到北美 (CA Tech 117 & 133)  

和欧洲 (BS-5852) 最高等级的防火标准。

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大都会机场



flyaway
设计师 
Douglas Ball

Flyaway 公共座椅系统采用实心压铸	
铝和钢结构，搭配简洁优雅的造型设
计，其优越的性能和用户舒适度可为	
长时间候机的乘客营造无可比拟的舒
适体验。

座椅、桌子和长椅的结构

	– 支架、椅腿和扶手 

– 压铸铝
	– 座椅和靠背 

–  经过不含氯氟烃的防火 HR 聚氨酯泡沫
（含 BiOH 多元醇）模压的钢板

	– 横梁 

– 钢管
	– 端盖 

– 尼龙
	– 扶手垫 

– 模压聚氨酯泡沫垫
	– 桌子 

– 木芯层压板 

– 花岗岩
滑盘：
	– 可调节

选件：
	– 扶手
	– 杯架
	– 地板安装滑盘
	– 防滑滑盘
	– 座椅靠背定制刺绣
 –  适用于线形和簇状单元的 inPower Flex 

电源模块

表面处理

铝合金
	– 缎面
	– 亮面抛光

钢
	– 粉末涂层 – 云朵银

扶手垫
	– 黑色 

桌面

层压板：
 – Arconas 标准层压板，带聚乙烯树脂边缘

花岗岩：
	– 黑色 – 磨光或抛光
	– 灰色 – 磨光或抛光
	– 可提供定制表面处理/材料

敬请访问

单座单元
FLY2S 宽 46" 117 cm
双座单元 深 29.5" 75 cm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簇状单元
FLYCLUSTER 宽 106" 269 cm
簇状单元 深 92" 234 cm
（六座）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背靠背单元
FLY4D 宽 46" 117 cm
四座单元 深 61.5" 156 cm
（每侧两座）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长椅
FLY2B 宽 45" 114 cm
双座长椅 深 26" 66 cm
 高 18" 46 cm

桌子
FLYENDTAB 宽 9" 23 cm
端桌 深 23" 58 cm
 高 17.5" 44 cm
 

FLY3S 宽 69" 175 cm
三座单元 深 29.5" 75 cm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FLY6D 宽 69" 175 cm
六座单元（每侧三座）

FLY3B 宽 68" 173 cm
三座长椅

FLYCORNTAB 宽 23" 58 cm
端桌 深 23" 58 cm
 高 17.5" 44 cm

FLY4S 宽 92" 234 cm
四座单元 深 29.5" 75 cm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FLY8D 宽 92" 234 cm
八座单元（每侧四座） 

FLY4B 宽 91" 231 cm
四座长椅 

FLYINTTAB 宽 21" 53 cm
中间桌 深 23" 58 cm
 高 17.5" 44 cm

FLY5S 宽 115" 292 cm
五座单元 深 29.5" 75 cm
 高 36.5" 93 cm
 座椅高度 17.5" 44 cm

FLY10D 宽 115" 292 cm
十座单元（每侧五座） 

FLY5B 宽 114" 290 cm
五座长椅 

FLYCONNTAB 宽 21" 53 cm
连接桌 深 23" 58 cm
 高 17.5" 44 cm

FLYARM 宽 2.75" 7 cm
扶手 深 29.5" 28 cm
 扶手高度 22.5" 57 cm
  

FLYDH 直径 3.5" 9 cm
杯架 深 5" 13 cm
 扶手高度 22.5" 57 cm

FLYFREST 宽 20.75" 53 cm
搁脚板 深 21.75" 55 cm
 高 18" 46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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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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