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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变, 更符合未来办公室需求

了解新一代Ratio, 为适应各种变化而打造的高度可调式工作站。

Ratio的回归是我们对于新常态——分散式工作交出的一份答
卷。随着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灵活, 办公室的作用正在发生改
变。为了保持它的实用性, 一个成功的未来工作场所 必须是动
态的, 变化的, 由各种能即时 适应访客人数和组织需求的变化的
空间所构成。

理想型家具是实现业务灵活性的基础。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发
生什么变化, 灵活变化功能的家具能根据需求做出响应。 

理想型家具与人一样灵活, 也具备业务所需求的灵活响应。而
新一代Ratio就是这样的理想型家具, 注定不同凡响。   

选项丰富，风格灵活多变， 
Ratio能满足不同的工作方式 



设计演进

利用Ratio, 您可以随意打造自己想要的办公室。青出蓝 而
胜于蓝, 这款回归经典的坐姿-站姿切换两用办公桌系统
解决方案拥有了比初代版本 更丰富的选项。现在您可以通
过Ratio设定一个 既满足公司业务需求又满足 个人使用需求
的基础设置。 

背靠背屏风 大型静态屏风



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

Herman Miller致力于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经典设计。这也
是我们在各种 能改善您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设计上精益求
精, 不断改进 、改良, 使其与时俱进的原因。 

我们对最新的人体工程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期更好
地理解 您在工作中的活动方式。我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
雏形测试。此外, 我们 会询问您使用产品的情况并就如何
改进产品征询您的意见。 

在设计Ratio时, 我们做到了以上这些, 认真倾听您的想法, 重
视客户意见。 

其结果就是我们设计出了这款可以支持员工及业务, 在不同
时期灵活适应各类需求的办公桌。这是一款高度可调节的工
作站, 其多变百搭的风格使其成为现代化办公空间、家庭或
办公室的优秀设施。 基座整洁，不会遮挡视线



选择的力量

新一代Ratio能提供更多丰富的选项, 真正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Ratio可提供 圆腿款式, 看起来轻巧可爱, 适合现代办公风格 ；
还可提供矩形腿的款式, 结构紧凑, 更偏向建筑风格。  
由您选择。 

Ratio的全新可移动选项让您有更大的选择范围, 确保您能在需
要专注的工作、 协作和会议之间随意流畅转换。不论是矩形腿
还是圆腿款式, 单张的办公桌 都可配置滚轮。 

在多张办公桌的设置中, 圆腿款的Ratio可配置滚轮, 而矩形腿
的款式可配滑片。 

Ratio简单的流线造型可满足不同空间不同布局。 可以一排排布
置, 也可以几张一组布置, 或者堆叠放置。  

A

B C

A 可支持单张办公桌
款式移动的滚轮

B 圆腿造型轻巧可爱

C 而矩形腿款则让Ratio
更偏向建筑风格



个人空间

屏风选项能给办公桌增添更多私密感。新的屏风固定
在横梁上方, 外观更整洁,  支撑效果也更好, 百搭设计, 
 配置需求。 

对于独立式设计, 您可选择 是否配置屏风。对于成排
或成组的设置, 则可上下移动屏风 来实现私密性和心
理上的 安全感。如果背靠背布置, 则屏风将位于 办公
桌之间的固定位置。

Modesty屏风 

桌面安装的屏风

办公桌上的屏风



工作更人性化

满足未来办公场所需求的家具, 应该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用
户。您能选择何时移动以及移动的方式。Ratio直观的一键电
子控制功能将决定权交给您, 然后即时根据姿势的转换来调
整办公桌。

Ratio的指定办公款还具有 预设功能。保存个人设置之后, 操
作更省心。不论您什么时候使用Ratio, 它都能快捷地 调整到
适合您的最佳状态。

此外, 您还可以决定 坐姿-站姿转换控制器的安装位置。既
可以集成到办公桌的表面, 也可以 安装在桌子的前沿, 由您
决定。 

选择集成或
安装式控制器



即时将Ratio调整到
您想要的高度

创造出一种支持员工身心的工作环境

研究表明, 每天在办公桌前坐3到8个小时 有违人体常态：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会增加 糖尿病、肥胖、心脏病甚至某
些癌症的风险。 

通过在办公空间引入高度可调的家具,  敦促员工经常短时
间地站一站, 这样可以减少 高达60%的久坐时间。而使用
坐姿-站姿切换两用办公桌有利于促进 人体的血液循环、
消耗更多卡路里, 保障你的脊柱健康。

研究表明, 如果您在一天中经常转换坐姿和站姿,  健康。 只有
增加活动的频率, 您的身体才会更健康舒适。而当您 处于舒适
的状态时, 您的工作效率也随之提升, 为个人和您的公司带来
更好的效益 。



Robert Propst George Nelson

设计传承：故事还在延续

对于支持多种姿势和鼓励员工在工作期间进行有利于健康
活动的重要性, Herman Miller 一直深信不疑。除了坐在办公
桌前工作外, 我们有了一种新选择, 融汇到我们的设计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Robert Propst 和George Nelson 率先提出
工位的可选择性的概念。 

全球第一个开放式设计办公室系统Action Office 的创造者
Propst 设计出一种名为“休息空间”的由凳子与椅子组成的
混合空间。1947年被任命为设计总监的Nelson 喜欢站着工
作, 并认为也会有像他一样喜欢这样工作的一群人。他为
Action Office 系列设计了站立式拉盖型办公桌。在“人体工
程学技术”广为人知或被了解之前, 两位设计大师就已意识
到了工作中站立的益处。 

桌底 
电缆管理 

背靠背屏风

在您需要的地方投入更多支持

整洁有序的办公空间让人耳目一新。为了提升 员工的表现, 
我们需要简单、无缝衔接的现代化 家具, 不遮挡视线, 让日
常操作 变得更加流畅。

除了加入灵巧可爱的圆腿新选项外, 我们精简了办公桌的桌
底结构, 既方便使用, 又能保持 整洁的外观。Ratio现在采用
了我们内部设计的脐带缆,  能将所有电缆井然有序地隐藏在
视线之外。 

我们还增加了电缆托盘的容量, 在您需要的地方投入更多
支持。下层的电缆托盘现在配置了直观的铰链盖, 使用更
方便快捷。上层电缆托盘的两端封闭, 有利于更高效的电
缆管理和保持简洁美观的饰面。

如需了解有关Ratio的最新消息, 
敬请访问 hermanmiller.com/ratio

上层
电缆托盘

http://hermanmiller.com/ratio


配置

标准 
工作台面

Linear桌面 90°桌面 120°桌面 

 

 

  

腿/底座

组合

*考虑H1200屏风

2腿Liner 3腿90° 3腿120°

长凳/长桌

1400/1500/1600/18001400/1500/1600/1800

700/800
1400/1500/1600/1800

700/800
700/800

1400/1500/1600/18001400/1500/1600/1800

700/800
700/800

1400/1500/1600/18001400/1500/1600/1800

700/800
700/800

不对称

4张一组

Single Side

Linear

独立式

桌面屏风

桌面屏风

长凳/长桌

独立式

独立式 独立式
桌面安装
屏风

长凳/长桌
桌面安装
屏风

独立式
Modesty屏风

长凳/长桌

700/800

700/800

600/700

BIFMA双认证

固定

650–
1250

1100/1200
720

1100/1200

1100/1200

AFRDI双认证

620–
1220

双重高级认证 

610–
1250

双级

650–
1250

BIFMA双认证

620–
1220

AFRDI双认证

610–
1250

1115–
1565

1175–
1575

双重高级认证

1125–
1725

250–
850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hermanmiller.com

1400/1500/1600/1800 1400/1500/1600/1800 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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