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地板及 
教室器材指南



世界在
哈立群地板

上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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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是舞蹈和表演藝術地板的世界領導者。  
Harlequin於40多年前在英國成立，是世界上享負盛名的舞蹈和
表演藝術團體，劇院，場地和學校等等的首選。

Harlequin的經驗和聲譽建立於為舞蹈教室和表演空間製造和提供一系列優質便攜式和
永久性彈性和乙烯基地膠，芭蕾舞扶手和鏡子。從皇家歌劇院，莫斯科大劇院，巴黎
歌劇院芭蕾舞團以及悉尼舞蹈團等世界頂級舞團及演出場地的舞者和表演者首選。 
Harlequin是該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在歐洲，美洲和亞太地區設均設有辦事處。

3



為商業或體育應用生產的地板並不能滿足舞者在談論地板時渴望的“感覺”。  
只有專為舞蹈開發的地板才能達到。 

 
Harlequin 彈性地板可以保護舞者免受傷害，減少撞擊，滑倒或摔倒的傷害風險， 

專業的舞蹈地板增強了表演者的信心。

彈性地板

彈性地板就是當受到衝擊時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回彈和柔 
韌度的地板。 表演者需要一套地板能吸收他們跳舞時做
出關節反覆震動的衝擊，並減少墜落時引致的傷害。 現
代彈性地板由泡沫減震墊或橡膠墊支撐，而傳統的地板
通過交錯編織木條提供彈性。 

彈性地板可以是永久性的或便攜式的。

Permanent - 彈性地板永久地安裝在教室內，不能在不
損壞地板的情況下拆除。

Portable - 彈性地板可以很容易地拆下來存放或運輸。 
Harlequin研發了一種便攜式地板系統，適用於巡迴演出
或臨時使用。

乙烯基舞蹈地膠

為達致最佳保護，我們建議在Harlequin彈性地板上安裝
Harlequin乙烯基地膠作為舞蹈表面，為防止受傷提供額
外保證。 乙烯基地膠可以是永久性的，半永久性的或便
攜式的。

Permanent - 乙烯基地膠用粘合劑粘住，接縫通過熱焊或
冷焊密封，拆除時有可能會損壞地膠。

Semi-permanent - 乙烯基地膠使用雙面膠帶固定，然後
再焊接接縫處。 以後可以在接縫位切割再把地膠捲起。

Portable - 乙烯基地膠鋪開後，並在接縫用膠帶覆蓋或暫
時地用雙面膠帶固定在底層地板。

選擇舞蹈地板時
之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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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空間的大小

不同的舞蹈類型有不同的空間要求。

學齡兒童每位參與者需要3平方米;  
高中/持續教育和成人每位參與者需要5平方米。

頂部空間也是一個考慮因素，天花板建議為3.5米是最佳的高度。

便攜式或永久性舞蹈地板

在一個多功能場所，其空間不僅僅用於舞蹈，你需要一些可以拆走的地板。有
些時候要帶地板外出作巡迴表演，或是要把地板運送到其他場地使用，便攜性
地板的出現正提供一個實用的解決方案。 

便攜式地板也適用於不容許永久安裝的地方。 便攜式乙烯基地板以卷材的形式
供應，便於儲存和運輸。

便攜式彈性地板可以拼裝在一起。 然後將舖上Harlequin乙烯基地膠，並用膠帶
固定即可。

木質表面

木質表演表面通常用於標準舞，多用途或與配合裝修設計。 Harlequin提供一系
列實心硬木和工程木材表面，詳情請聯繫我們。

區域和點彈性

區域彈性地板在比較廣闊的區域上可輕微彎曲，以避
免“彈床效應”，而點彈性地板僅在接觸點處出現彎
曲或“可彎性”。 

帶泡沫墊的乙烯基地膠是點彈性的，而區域彈性僅由
彈性地板提供。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和建議 
請致電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Harlequin Cascade | USC Kaufman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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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地板最常用於永久性安裝，為了滿足舞團外出演出時的要求，Harlequin特意研
發了一種便攜式地板系統。

Harlequin彈性地板系列，可與乙烯基或木材表面結合使用。

Harlequin 
彈性地板系列

Harlequin WoodSpringTM

•	 永久安裝的彈性地板

•	 以傳統織籃為基礎的現代版本

•	 由Harlequin 專業安裝團隊永久安裝

•	 地板最小厚度: 

- 不包括選定的木面層的厚度為82毫米（如選擇14毫米工程
板，總厚度為96毫米）

- 不包括選定的地膠的厚度為91毫米（如選擇2毫米地膠， 
總厚度為96毫米）

•	 保證25年（適用於有關條款及細則）

Harlequin WoodSpring 由一層精選的WBP（耐氣候，耐水煮或蒸
氣處理）膠合板，三層定制加工的南方黃松木，以直角鋪設，通
過以預定間隔連接到底面的雙密度彈性塊，提高減震力和減低能
量回傳。 

表面選項包括:

•	 Harlequin	乙烯基地膠

•	 定制實心硬木

•	 工程夾板配以硬木耐磨層 - 櫸木, 橡木, 楓木

如果選擇Harlequin乙烯基表演地膠，底下將包括防潮板，以及在
四周安裝顏色匹配的複合圍邊。 如果選擇實心硬木或工程板，則
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安裝地腳線。

Harlequin WoodSpring  
彈性地板及乙烯基地膠

Harlequin WoodSpring 彈性地板 
及實木面層或工程板

Harlequin WoodSpring 
蘇格蘭芭蕾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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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選Harlequin
乙烯基表演地板

WBP膠合板

3層機製南方黃松木

雙密度彈性塊 
於特定位置

防水層

實心硬木或工程板
配以硬木耐磨層
- 櫸木,橡木,楓木

WBP膠合板

雙密度彈性塊於特定位置

3層機製南方黃松木



Harlequin ActivityTM

•	 永久安裝的彈性地板

•	 Harlequin	‘三層三文治’專有的施工方法

•	 一個完全浮動的系統，沒有固定到底層 

•	 無需事先準備即可鋪設在任何光滑平整的表面上

•	 由Harlequin 專業安裝團隊負責永久安裝

Harlequin Activity 的減震設計可避免“彈床”效應，同時提供了區域彈性及
點彈性使整個地板提供相同的特性。 這是合乎“行業標準”的選擇，在全球
已經安裝了數百個項目了，能有效地減少了導師和表演者的受傷的機會。

需要配合表演面層使用。

表面選項包括:

•	 Harlequin 乙烯基地膠

•	 定制實心硬木

•	 工程夾板配以硬木耐磨層 - 櫸木, 橡木, 楓木

•	 不包括選定的木面層的厚度為46毫米  
（選擇工程夾板的厚度是52毫米，選取乙烯基地膠則為49毫米）

•	 保證25年（適用於有關條款及細則）

Harlequin Activity 彈性地板 
及實木面層或工程板

如果選擇Harlequin乙烯基表演地膠，底下將包括防潮板，以及在四周安裝顏
色匹配的複合圍邊。 如果選擇實心硬木或工程板，則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安
裝地腳線。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和建議 
請致電 +852 254 11 666 或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Activity 彈性地板及
乙烯基地膠

所選取的Harlequin
乙烯基表演地板

胞狀聚酯

雙層半撓性浮動板塊

防潮隔膜

實心硬木或工程板裝上硬木
耐磨層
可選櫸木,橡木,楓木

胞狀聚酯

單層半撓性浮動板塊

防潮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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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鎖扣系統

Harlequin LibertyTM

•	 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便攜式

•	 模塊式彈性地板系統

•	 地板以磚砌方式鋪設在底層地板上，以減少接合位

•	 使用Harlequin專有的“鑰匙一轉”結構將地板的凹槽鎖起來，地板就可以連接在一起

•	 地板最小厚度為37毫米（不包括選取的表面）

•	 地板尺寸2米 x 1米和1米 x 1米

•	 保證25年（適用於有關條款及細則）

Harlequin Liberty 地板由雙密度減震彈性墊支撐，彈性墊間隔一致，提供均勻的減震，並為
同一塊地板上的一個或幾個舞者提供相同的“感覺”和能量回傳，在接合處也不會出現硬
點。 

最後選擇合適的Harlequin乙烯基地膠，並在需要時配備坡道和圍邊。 客戶可以自行安裝或由
Harlequin的技術安裝團隊進行。 

Harlequin Liberty 彈性地板和一起使用的便攜式Harlequin乙烯基地膠也可以存放在儲存車
中，為舞台工作人員在外地演出或移動地板時提供了一種簡單又安全的方法。

Harlequin Liberty HDTM

Harlequin Liberty HD 是我們著名的Liberty彈性地板系統的加強版本，於更具挑戰
性的環境下使用更為耐用。 永久安裝或作為便攜式地板安裝，地板以磚砌方式鋪設
在底層地板上，使得交叉連接不重合。 這些地板通過圓形榫舌和凹槽連接在一起，
並使用我們的“鑰匙一轉”閂鎖和鎖定固定。 

Harlequin Liberty HD 地板兩側塗有黑色聚合物樹脂，表面有紋理，高抓地力，耐
磨，防滑，防風雨。

通過從我們的系列中選擇合適的Harlequin乙烯基性能地膠，Harlequin Liberty HD
就完成安裝了 。 對於永久性和半永久性使用，可以由客戶自己或我們技術團隊進行
安裝。 

所選取的Harlequin
乙烯基表演地板

設於特定位置的雙密度減震彈性塊

清晰分層的樺木複合板， 
帶有圓滑的榫舌和凹槽， 
以及鎖扣系統

膠合板兩面為220克黑色聚合物樹脂。 耐磨面具有紋理感，抓地力
高； 背面很光滑。

設於特定位置的雙密度減震彈性塊， 對於便攜式地板，減震彈性
塊背後有透明PVC保護層。 

樺木複合板， 
帶有圓滑的榫舌和凹槽， 
以及鎖扣系統

所選取的Harlequin
乙烯基表演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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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FlexityTM

•	 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彈性地板

•	 適合家用舞蹈室自行安裝，需具有適度的
DIY技能

•	 地板使用特殊的榫槽連接在一起，並用膠水
固定

•	 永久或半永久自行安裝的“行業標準”選擇

•	 地板最小厚度為37毫米 
（不包括選取的表面）

•	 地板尺寸1.125米 x 2.250米 /舞蹈面層面積
1.089米 x 2.214米

•	 保證15年（適用於有關條款及細則）

通過從我們的系列中選擇合適的Harlequin乙烯基或木材表面， Harlequin Flexity 就完成安裝了。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和建議 
請致電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Flexity 
馬尼拉國際學校

所選取的Harlequin
乙烯基表演地板

單密度減震彈性塊

漆成黑色的樺木膠合板

所選取的Harlequin
工程板

單密度減震彈性塊

漆成黑色的樺木膠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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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乙烯基地膠系列

Harlequin乙烯基地膠系列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配合彈性
地板一同使用。 它們為舞者提供了更好的防護保障，以及
提供了最佳安全感。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和建議 
請致電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Harlequin Cascade 
英國國家芭蕾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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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款地膠適合你？

Harlequin乙烯基地膠系列的研發，是為了滿足舞蹈界的需求。 系列中包括
具有不同程度緩衝，耐用性，抓地力或“牽引力”的乙烯基材料。

•	 古典芭蕾需要柔軟的表面和一定程度的牽引力

•	 街舞和嘻哈舞者通常都會穿運動鞋，所以需要較少的牽引力。 太多會阻
礙動作並造成傷害

•	 當代舞蹈包含許多赤足動作，以及身體的其他部分與地板接觸，因此略
微緩衝的表面可能是更為合適

我們還提供其他專業產品：

•		 Harlequin	Hi-Shine,	高光澤反光性能乙烯基，適用於製作，活動和展示。

•		 Harlequin	Marine,	用於遊輪和其他休閒應用的乙烯基表面。

•		 定製印刷乙烯基地膠

瀏覽我們的網站或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團隊獲取更多資訊。

應用指南 規格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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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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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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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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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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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gro 3 3 3 3 兩者均可 1.5 10,	15,	18,	20,	25 8.5 6 黑色	(180),	灰色	(880) Cfl-s1 (EN 13501-1)

Cascade 3 3 3 3 3 3 3 兩者均可 2 10,	15,	18,	20,	25 2 2.6
黑色	(501),	淺灰色	(582),	 

深灰色	(406),	 
榛子色	(470),	白色 (100)

Bfl-s1 (EN 13501-1)

Clarity 3 3 3 3 3 3 3 3 兩者均可
1.52,	
2.13

15,	18.6 2 2.47 透明 Cfl-s1 (EN 13501-1)

Fiesta 3 3 3 3 3 3 永久 2 10,	15,	20,	25 2 3 橡木紋理效果 (261) Bfl-s1 (EN 13501-1)

Freestyle 3 3 3 兩者均可 1.5 15,	20,	25,	30 4.5 2.67 黑色	(180),	灰色	(880) Cfl-s1 (EN 13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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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灰色/淺灰色	(003),	黑色/白色	(001),		 
黑色/灰色	(004),	色鍵綠/色鍵藍	(119),	 

棕色/霧色	(890),	榛子色/米色(310),	 
黑色/投映灰色	(005),	紅色/黑色 (302)

Bfl-s1 (EN 13501-1)

Reversible Pro 3 3 3 3 3 3 3 便攜 2 10,	15,	18,	20,	25,	30 1.5 2.25 黑色/灰色	(004),	黑色/白色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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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灰色	(004),	深灰色 (406) Cfl-s1 (EN 13501-1)

Studio 3 3 3 3 3 兩者均可 1.5 10,	15,	18,	20,	25 3 2.3 黑色	(180),	灰色	(880),	 
深灰色	(890),	白色 (100)

Bfl-s1 (EN 13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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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CascadeTM

Harlequin Cascade 是優質而耐用的舞蹈地膠，深受專業舞者，藝術總監，技術和舞台經理
的喜愛。如絲般光滑的壓紋表面，常常被描述成可為表演帶來“溫暖”的效果，還提供了良
好的抓地力，也是燈光設計師喜愛使用的高質量材料。

•	 適合於芭蕾舞，當代舞，現代舞，劇場使用，健康舞，尊巴，嘻哈舞，爵士舞，街舞，
撞擊舞包括費林明高，愛爾蘭舞，踢踏舞，多用途使用，演唱會和歌劇表演場地

•	 可以便攜或永久安裝

淺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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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是為永久安
裝而設計的，當接駁位置被焊接後，一幅完整連貫的表演地
板立時呈現眼前

•	 適合於芭蕾舞，當代舞，現代舞，撞擊舞包括費林明高，
愛爾蘭舞，踢踏舞，多用途使用，嘻哈舞，爵士舞，街
舞，健康舞，尊巴及用作電視台，劇院和舞台表演之場地

•	 永久性多功能舞蹈地膠

•	 可以舖設在任何堅硬，光滑的地板上, 適合重型使用

灰色 - 004

黑色 - 501 深灰色 - 406

同質透心乙烯基
防滑舞蹈地膠

強化礦物纖維夾層

同質透心乙烯基地膠

同質透心乙烯基
防滑舞蹈地膠

便攜永久 2米

永久 1.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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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StudioTM

Harlequin Studio是耐用的乙烯基地膠，專為
滿足舞者的需求而設計。 防滑地膠為舞者增
加了對高難度的舞蹈和動作的信心。

•	 適合於健康舞，尊巴，嘻哈舞，爵士舞，
街舞，芭蕾舞，當代舞和現代舞。

•	 堅固的輕質泡沫底層提供了保護，也是巡
迴演出的絕佳選擇

•	 可以永久或暫時性安裝

•	 可以放置在任何堅硬，光滑的底層地板
上，配合Harlequin彈性地板更是上佳選擇

黑色 - 180

深灰色 - 890 灰色 - 880 白色 - 100

如欲獲得更多資訊和建議 
請致電 +852 254 11 666 

hksales@harlequinfloors.com 
www.harlequinfloors.com

防滑舞蹈表層

強化編織礦物
纖維夾層

封閉式泡沫底層

PVC支撐層

Harlequin FiestaTM

Harlequin Fiesta的研發是為了滿足對表
面看來像木材地板的需求，但沒有相關
清潔和維護的問題。 橡木條表面地板提
供了理想的解決方案。

•	 適合於標準舞，莎莎，撞擊舞包括費
林明高，愛爾蘭舞，踢踏舞，多用途
使用，尊巴，嘻哈舞，爵士舞，街
舞， 健康舞和用作歌劇表演場地

•	 用於永久性安裝（焊接連接處以提供
連續表面）

橡木紋理效果 - 261

透明 PVC  
表演面層

橡木紋理薄膜

穩定浸透式
聚酯纖維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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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Fiesta
Base Studios London

便攜永久 1.5米

永久 2米



棕色/霧色 - 890 榛子色/米色 - 310

黑色/白色 -  001深灰色/淺灰色 - 003

Harlequin ReversibleTM

Harlequin Reversible是經典的雙面舞蹈和舞台地膠。 輕巧軋
光處理的乙烯基材料，可快速展開，平放並保持平整。 兩面均
耐用及防滑

•	 適合於芭蕾舞，當代舞，撞擊舞包括費林明高，愛爾蘭舞，
踢踏舞，多用途，劇場使用，嘻哈舞，尊巴，爵士舞，街
舞，演唱會，展覽會，電視台，劇院和歌劇表演

•	 多用途便攜式地膠，有多種顏色可供選擇，可鋪設在任何堅
硬，光滑的表面上，非常適合巡迴演出使用，易於處理，方
便攜帶

Harlequin Reversible ProTM

Harlequin Reversible Pro 與Harlequin Reversible具有相同的功能，但添加
了新的礦物纖維中間層，提供更高的穩定性，使其成為理想的印刷表面。

•	 適用於廣泛用途，包括芭蕾舞，現代舞，撞擊舞包括費林明高，愛爾蘭
和踢踏舞，多用途，嘻哈舞，爵士舞，街舞，健康舞，尊巴，演唱會，
展覽會，電視台，劇院和歌劇表演

•		 優質耐用

•		 簡單便攜，易於處理

•		 快速展開容易舖平

•		 適合巡迴演出

黑色/灰色 - 004

黑色/白色 - 001

黑色/灰色 - 004
軋光處理的防滑
乙烯基表演地膠

防滑乙烯基地膠

軋光處理的乙烯基地膠

強化編織礦物纖維層

黑色/投映灰色 - 005

色鍵綠/色鍵藍 - 119 紅色/ 黑色 - 302

便攜

便攜

2米

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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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lequin FreeStyleTM

Harlequin FreeStyle 是專門為滿足嘻哈舞和街舞者的需
求而設計的，他們要求防滑度比較低的地板，讓他們自由
和安全地移動

•	 適合於嘻哈舞、爵士舞和街舞，同時適合於現代舞及
當代舞，以及健康舞和尊巴

•	 可以便攜或永久安裝

灰色 - 880

黑色 - 180

防滑舞蹈面層

封閉式泡沫底層

PVC支撐層

Harlequin AllegroTM

Harlequin Allegro 是市場上最厚的可捲式舞蹈地膠， 其緩衝，
點彈性和防滑舞蹈表面，為舞者提供保護。

•	 適合於當代舞，現代舞，爵士舞，街舞，嘻哈舞， 
尊巴和健康舞

•	 減輕表演者的疲勞和受傷機會

•	 耐用地膠

•	 可以便攜或永久安裝

Harlequin ClarityTM

Harlequin Clarity 是一種耐用的透明乙烯基地膠，具有浮
雕紋理，適用於舞蹈演出，也可作商業用途。 由專門設計
的反向數碼印刷， 印刷設計位於地板的下面，因此可以防
止磨損和損壞。 Harlequin Clarity也可以用作透明的保護性
耐磨層，使下面的地板能夠在表面呈現。 Harlequin Clarity
具有最高的磨損分類。 它非常適合芭蕾舞，當代舞和現代
舞蹈劇場，有氧運動，尊巴舞，嘻哈，爵士，街頭，莎莎
舞，撞擊舞包括費林明高，愛爾蘭和踢踏舞，多功能用途，
音樂會，歌劇表演和商業用途。

灰色 - 880

黑色  - 180

防滑舞蹈面層

強化礦物纖維
織夾層

封閉式泡沫層

PVC支撐層

便攜

便攜

便攜

永久

永久

永久

1.5米

1.52米, 2.13米

1.5米

同質透心乙烯基
防滑舞蹈地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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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 
扶手

無論您選擇便攜式，獨立式還是永久性掛牆或落地
式的芭蕾舞扶手，你也會發現它們是舞者的 

必需品。芭蕾舞扶手練習注重靈活性，力量， 
平衡和精確度， 也為舞蹈室或排練空間增添了 

點睛之妙。 
 

有單層，雙層，方形或橢圓形可供選擇， 
亦可根據要求設計定制支架。

單層及雙層掛牆式芭蕾舞扶手 

Harlequin掛牆式芭蕾舞扶手，備有多種
形狀的安裝板，以配合你的教室設計

• 所有扶手都配備整套螺絲和塑膠塞，
可安裝於任何高度 (單層支架有四組配
備而雙層支架則有六組配備)

•	 建議高度從地板到上層中心1052毫米
(ISTD / RAD推薦在1020-1150 毫米
之間)

• 所有扶手中心點跟牆壁的距離都訂在
21厘米 ，雙層支架扶手的兩條木杆距
離相隔 20厘米

• 扶手的交接位可隱藏於支架內，以營
造無間斷的效果。例如︰沿教室整幅
牆壁來安裝

•	 支架的標準顏色是黑色，灰色和白
色。 其他顏色包括金屬和鍍鉻都是定
製的

•	 木製扶手的直徑為5厘米 (1.97”)，長
度為150厘米 (59”)。櫸木製的扶手更
有其他長度以供選擇。

•	 木質獨立式芭蕾舞扶手採用無塗層自
然打磨處理

雙層支架 柱位支架單層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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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圖片中顯示的木扶手是單獨出售的。 

窗戶下方壁掛式支架

底部蓋板掀起

芭蕾轉角支架

底部蓋板蓋上

單層支架 雙層支架

落地式支架

在很多情況下，芭蕾舞支架無法固定在牆壁上 - 可能在鏡子
前或牆壁規格不適合安裝。

Harlequin提供兩種類型的落地式芭蕾舞支架。 標準的落地
式支架設計適用於安裝Harlequin彈性地板上，扶手支架的
垂直支安裝在底層地板上，彈性地板圍繞它安裝。

非彈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可以安裝在現有的非彈性的地
板上。

窗戶下方壁掛式支架和柱位支架 

定製設計的支架可安裝在大多數窗戶或障礙物上。可根據
要求訂購。

芭蕾轉角支架

Harlequin芭蕾舞轉角支架專門用於連接角落內的兩支松木
或櫸木扶手。

末端支架

末端支架

專門用於將Harlequin芭蕾舞扶手的末端固定到相鄰牆壁的
牆上。

非彈性地板落地式支架

Harlequin 非彈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由高品質鋼鐵做成，
表面鍍上粉末塗層。底板配有蓋板，可隱藏地板配件，為您
的教室提供流線型外觀。

Harlequin非彈性地板使用落地式支架可以由專業團隊安裝
或購買後自行安裝。 支架標準顏色是黑色，你也可訂購各
種顏色。

落地式支架和扶手

Retro-fitted 
brackets and 

bar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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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

•	 扶手長度 - 132厘米

•	 重量大約 - 9公斤

中型

•	 扶手長度 - 182厘米

•	 重量大約 - 12公斤

大型

•	 扶手長度 - 360厘米

•	 重量大約 - 20公斤

櫸木扶手

鋁質扶手

獨立式芭蕾舞扶手 

我們專業的可移動芭蕾舞扶手輕巧但非常穩定。 採用
氧化鋁製成，光滑的銀色表面，扶手部份可選擇鋁或
櫸木。

•	 由地面至下層扶手的高度 - 82厘米

•	 由地面至上層扶手的高度- 105厘米

•	 扶手直徑 - 4厘米

•	 底座深度 -  73厘米

•	 底座可微調，在不平的地板上仍能保持穩定

•	 使用額外的組件，便可作出多種不同設置。例如：
直排連貫式，直角式

•	 木質獨立式芭蕾舞扶手採用無塗層自然打磨處理

獨立式芭蕾舞扶手延伸套裝

Harlequin獨立式便攜芭蕾舞扶手延伸採用
氧化鋁製成，帶有櫸木或光滑的銀色鋁製飾
面。 該套件最適合與我們的大型獨立式芭蕾
舞扶手使用，當然也可以配合我們的中小型
版本使用。

鋁質芭蕾舞 
延伸套裝

‘T’ 接合位

‘十字’接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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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膠膠帶

Harlequin 提供一系列的單面 
gaffa和PVC及雙面膠帶，適用於 
所有便攜式和半永久性情況下的
Harlequin地板。

Harlequin Liberty  
彈性地板配件

地膠捲帶

建議存放或運輸Harlequin地膠使用，確保
地膠牢固地在捲在軸心上。備有各種尺寸，
適合我們各種的舞蹈地膠。

儲存車

地膠儲存車

建議存放或移動較大的捲筒。 提供1.5米和2米兩種版本，可存
放4卷或6卷，黑色粉末塗層鋼。

地板儲存車

建議存放和移動最多20塊Liberty地板，黑色粉末塗層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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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和保養

Harlequin 提供了一系列可延長地膠使用壽
命的產品。 有關更多信息和建議，請瀏覽
我們的網站或聯絡我們的團隊。

Harlequin 配件

角落坡道, 坡道及圍邊

地板儲存車 地膠儲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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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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國家芭蕾舞團
Harlequin在他們位於 London	City	Island新家安裝了超過1900
平米的Harlequin	Activity,	Harlequin	Cascade	&	Harlequin	
Standfast彈性地板及地膠。

客戶 – BW 

伯明翰舞蹈中心競技場 
伯明翰競技場，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團和Dance 
Xchange的共同使用的全新設施，包括一個244平方
米的舞蹈室，裝有Harlequin Activity彈性地板。

客戶 – Fabrite 

皇家芭蕾舞團
Harlequin Floors是皇家芭蕾舞團的技術
合作夥伴，為Ballet Studio Live活動提供
Harlequin Liberty彈性地板和Harlequin 
Cascade乙烯基地膠。

客戶 – Royal Opera House

最近的一些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