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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OTEL'S 
COMPREHENSIVE 
PACKAGE
H Square was established in April 2014, 

formerly known as Ming Fai Group Total 

Solution Service Center, provides hotel 

catering, kitchen supplies, banquet table, 

room linen, glassware, fine ceramics, 

cleaning equipment. 

Tens of thousands of hotel comprehensive 

products such as glass crystal ware, 

ceramic ware, linen, room appliances, 

guest room supplies, front office supplies, 

cleaning equipment and supplies, and more 

than 1,000 hotel brands, together with 

service concept, product line and the service 

model penetrate the entire hotel supplies 

and operating system and is committed to 

provide hotels with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with added value.

H SQUARE - The Square reflects a kind of 

tranquility, stability, equality and security. It 

also represents the space that is a reliable 

partner for customers. Help customers find 

products that fit each of their square inches.

H Square represents Happy x Healthy, which 

makes hotel customers have a pleasant and 

peaceful experience when purchasing.  H 

Square also represents High Quality x High 

Standard. H Square checks every brand to 

ensure that it provides high-quality, high-

standard products to hotel customers. 

H SQUARE provides comprehensive hotel 

products and supporting solutions, logistics 

and replenishment services. Having 

offices in Singapore, Malaysia, Australia, 

Hong Kong, Beijing, Shanghai, Dalian, 

Wuhan, Chongqing, Xi’an and sales outlets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region, logistics 

and distribution capabilities covering the 

world, serving the world’s leading hotels, 

the management group has an international 

presence and customers around the globe.

H Square had cooperated with more brands, 

and enhanced its logistics system and 

service channels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and reassuring shopping experience for 

hotel customers. H Square is “quality first, 

reputation firs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friendly”. “Our cooperation” business 

principles, look forward to work together 

wi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to 

develop,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industry.

“Profession; Integrity; Innovation; 

Enthusiasm.” The team of H SQUARE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honesty and 

supremacy, pays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and win-win, gives employees a sense of 

security through collective strength, pays 

attention to social welfare, deepens tea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and also creates public welfare 

value for the society.

With a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a passion 

for innovation, H SQUARE will focus on the 

world and guide itself to a global value-

oriented corporate value chain.

A TOTAL 
SOLUTION
酒店综合配套中心

深圳悦空间酒店配套有限公司，其前身为明辉集团酒店综合配套中心，成立于 2014
年 4 月，云集了 400 多家知名品牌，提供酒店自助餐不锈钢、木制品、美耐皿用品、
厨杂用品、玻璃水晶器皿、陶瓷器皿、布草、客房电器、客房用品、前厅用品、清洁设
备及用品等数万款酒店综合用品，与超过 1000 家酒店品牌携手同行，将配套服务
理念、产品线和服务模式渗透到整个酒店用品及运营体系，致力于为酒店提供具有
更高附加价值的综合型服务。

悦空间，又名为 H-SQUARE，H-Square 即为 H 的平方，面对酒店客户时，H 平方的
守则为 Happy x Healthy，让酒店客户在选购时，有着愉悦且安心的体验。面对客户
的酒店布置时，H 的平方守则为 High Quality  x High Standard ，悦空间将质量视为
生命，对每一个入驻品牌均层层把关，致力于为酒店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产品。

悦空间是一家以提供酒店综合配套产品及配套解决方案、物流配送、补货等服务为
核心的专业化公司。悦空间所属的明辉集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中国香港、北京、

上海、大连、武汉、重庆、西安等多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销售网点遍布整个亚太地区 , 
物流配送能力覆盖全球，服务世界各大知名的酒店管理集团，客户遍及全球七大洲
五大洋。

目前悦空间与更多的品牌达成合作，有了更加完善的物流系统和服务渠道，为酒店
客户打造更加舒心的选购体验，悦空间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
为经营原则，携手国内外客户共同发展，共创行业美好未来。

“专业、诚信、创新、激情”。悦空间的团队秉承诚信至上，讲究合作共赢，通过集体
的力量给予员工安全感，且悦空间注重社会公益，在公益活动中加深团队交流合作，
也为社会创造公益价值。悦空间将以专业的态度和创新的激情，放眼全球，以全球
化经营理念为指引，在积极求变中为品牌赋能，把自己打造具有卓越品牌标准的、能
够为酒店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国际型企业。

H SQUARE, A TOTAL SOLUTION FOR HOTEL’S COMPREHENSIVE PACKAGE. 

悦空间，酒店物品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和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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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BUSINESS
核心业务

1 2 3

4 5

GUEST ROOM ELECTRIC APPLIANCE / 客房电器------ C-189

 SAFE DEPOSIT BOXES / 保险柜 --------------------C-190

 DIGITAL BATH ROOM SCALES  / 电子秤 ------------C-192

 MINI REFRIGERATORS  / 冰箱 ----------------------C-194

 ELECTRIC KETTLES / 电热水壶 --------------------C-198

 TELEPHONES & COMMUNICATIONS / 电话机 ------C-200

 HAIRDRYERS / 电吹风 ------------------------------C-202

 IRON / 电烫斗 ---------------------------------------C-204

 FLASHLIGHTS / 手电筒 -----------------------------C-204

 AUDIO PLAYER / 播放器 ----------------------------C-206

GUEST ROOM ACCESSORIES / 客房杂件---------------- B-157

 LEATHER COLLECTIONS / 客房皮具 ---------------B-158

 RESIN COLLECTIONS / 树脂 ------------------------B-162

 ACRYLICS / 亚克力 ---------------------------------B-176

 UMBRELLAS / 雨伞 ---------------------------------B-180

 BATH MATS / 防滑垫 --------------------------------B-182

 COMPACT MIRRORS / 美容镜 -----------------------B-184

 DISPENSERS / 皂液器 ------------------------------B-186

 IRONS RACKS / 烫衣板 -----------------------------B-188

BRAND / 品牌------------------------------------------------ A-07
 VILLEROY & BOCH ----- 002

 HOLST ----------------- 012

 LEGLE ----------------- 021

 MEPRA ----------------- 022

 RIEDEL ---------------- 022

 MATFER BOURGEAT --- 023

 EFAY ------------------- 024

 PANASONIC ----------- 025

 VS ---------------------- 026

 SOLIS ------------------ 027

 WNK ------------------- 028

 STAUB ----------------- 029

 DYSON ----------------- 030

 SPIEGELAU ------------ 031

 RUBBERMAID --------- 032

 SCHOTT ZWIESEL ----- 033

 CAMBRO --------------- 034

 PAMA ------------------ 035

 LINKTECH ------------- 036

 LOVERAMICS ---------- 037

 TIGER HOTEL ---------- 038

 CHALI ------------------ 039

 AURATIC --------------- 040

 PAVONI ---------------- 041

 FOUNDAITONS -------- 042

JANITORIAL SUPPLIES / 清洁用品----------------------- E-235

HOUSEKEEPING & JANITORIAL EQUIPMENTS /  

清洁设备类 ---------------------------------------------E-236

CLEANING TOOLS / 清洁工具 -------------------------E-240

CLEANING PRODUCTS / 清洁剂 -----------------------E-242

LOBBY SUPPLIES EQUIPMENTS / 大堂用品------------ D-209

 UMAN  / 优曼 ---------------------------------------D-210

 OTHERS / 其他 --------------------------------------D-211

JANITORIAL SUPPLIES / 布草----------------------------- F-245

 TOWELS / 毛巾 --------------------------------------F-246

 BATHROBES / 浴袍  ---------------------------------F-256

 BEDDING / 床上用品 --------------------------------F-260

 TABLE LINENS / 餐饮类  ----------------------------F-268 

 SHOES / 工鞋 ---------------------------------------F-276

 ACCESSORIES / 配饰及其他  -----------------------F-278

JANITORIAL SUPPLIES / 瓷器----------------------------- G-285

 CERAMICS COLLECTION / 瓷器套装 ---------------G-333

 CERAMIC SOUP TUREEN / 盅类 --------------------G-337

 COFFEE & TEA PORCELAIN / 咖啡具、茶具 --------G-338

 COLOR GLAZED PORCELAIN / 色釉瓷 -------------G-398

 JAPAN & KOREA PORCELAIN / 日韩瓷 -------------G-401

 SAND & STONE POTS / 砂煲石锅类 -----------------G-402

 COARSE POTTERY / 砂陶类  ------------------------G-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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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l l e r o y  &  B o c h  的 生 产 从 始 至 终 遵 循 最 高 品 质 标 准 ：从 精 心 挑 选 的 高 品 质 原 料 ，到 仅

使 用 无 铅 化 、极 为 平 滑 的 两 次 烧 结 釉 料 和 装 饰 涂 料 ，并 对 此 进 行 有 害 物 质 测 试 ，直 至 采 用

创 新 制 造 流 程 ，以 确 保 真 正 优 异 的 设 计 - 我 们 始 终 严 格 遵 守 E M A S 生 态 管 理 体 系 、审 计 计

划 ， 以 及 I S O  1 4 0 0 1 国 际 环 境 管 理 标 准 。其 结 果 便 是 具 有 德 国 制 造 品 质 的 最 佳 瓷 器 。

V i l l e r o y  &  B o c h 酒 店 餐 具 以 高 品 质 设 计 出 类 拔 萃 。凭 借 其 奢 华 的 造 型 、丰 富 的 色 彩 和

装 饰 ，品 牌 产 品 在 厨 房 餐 具 领 域 独 树 一 帜 。瓷 器 系 列 范 围 广 泛 ，具 有 多 达 7 0 种 实 用 的 多 功

能 产 品 。

•  可 堆 叠 设 计 ， 实 现 高 效 服 务

•  易 于 清 洁 和 存 放

•  可 用 于 洗 碗 机 、烤 箱 、微 波 炉

•  瓷 器 、玻 璃 制 品 与 餐 具 全 方 位 产 品 系 列

•  卓 越 材 质 品 质 —  —  抗 机 械 应 力

•  1 0 年 质 保 ， 具 有 耐 崩 裂 性

传统、创意和国际化风格——跨越八代的家庭责任和创新管理的独
特组合使 Villeroy & Boch 在数个世纪中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陶瓷
产品品牌之一。

Villeroy & Boch 餐饮文化——我们公司自 1748 年成立至今的核心
竞争力——如今在世界各地享有极高声誉， 不论是在消费者、专
业人士还是在酒店及餐饮业当中。我们产品系列的卓越品质、独特
设计语言， 以及完整的餐具、玻璃制品和刀具种类令我们与众不
同——并为打造舒适餐饮氛围提供最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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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RAH

A m a r a h 为 现 代 餐 饮 增 添 感 性 色

彩 与 独 特 的 工 艺 简 约 格 调 。

这 一 系 列 将 自 然 配 色 、绘 艺 外 观

与 质 朴 陶 制 结 构 相 融 合 ，让 人 联

想 起 沙 漠 烈 日 ，加 之 具 有 雕 塑 感

优 雅 风 韵 的 陶 瓷 设 计 ，与 装 饰 的

艺 术 风 格 形 成 鲜 明 对 比 。

ARTESANO  
PROFESSIONALE

A r t e s a n o 证 明 与 众 不 同 绝 非 只 是 梦 想 。通

过 更 多 完 整 性 、更 多 纯 粹 性 ，更 接 近 事 物 本

质 ，A r t e s a n o 重 新 诠 释 感 官 享 受 。 

清 晰 造 型 为 创 意 提 供 框 架 与 空 间 ，定 会 令 您

的 客 人 心 满 意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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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UM
BONE
PORCELAIN

MODERN  
GRACE

高 端 骨 瓷 被 认 为 是 所 有 瓷 器 中 最 为 精

致 的 作 品 。V i l l e r o y   &   B o c h —— 全

世 界 最 古 老 以 及 最 著 名 的 瓷 器 品 牌 之

一 ，决 定 从 现 在 开 始 通 过 高 端 骨 瓷 系 列

呈 现 其 独 家 骨 瓷 。 

V i l l e r o y   &   B o c h 高 端 骨 瓷 系 列 包 括

至 少 4 5 % 的 煅 烧 骨 粉 ，确 保 骨 瓷 具 有

极 高 品 质 。您 可 以 多 感 官 体 验 这 一 系 列

的 不 同 之 处 。

幼 瓷 纤 薄 、触 感 轻 薄 ，其 亮 白 与 半 透 明

的 外 观 令 人 惊 叹 ，但 却 具 有 极 高 的 耐 崩

刃 性 。敬 请 亲 自 品 鉴 。

优 雅 、珍 贵 、个 性 —— M o d e r n  G r a c e 的 特

点 同 样 是 现 代 高 端 美 食 的 标 志 所 在 。 

简 洁 、纯 粹 、感 性 —— M o d e r n   G r a c e 以 其

清 晰 的 几 何 造 型 以 及 柔 和 内 敛 的 轮 廓 散 发

诱 人 魅 力 。高 端 骨 瓷 系 列 采 用 贵 重 的 精 致

骨 瓷 ，这 被 认 为 是 最 为 珍 贵 的 陶 瓷 种 类 。

Modern Grace Stella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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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LERY

V i l l e r o y   &   B o c h 餐 具 选 用 高 品 质 材

料 ，具 有 精 美 的 设 计 与 精 湛 的 工 艺 ，是

专 业 餐 饮 服 务 的 最 佳 之 选 。所 有 餐 具 均

采 用 1 8 / 1 0 不 锈 钢 材 质 。

Marchesi 18/10 Oscar  

Victor 

GLASSWARE

具 备 所 有 完 美 玻 璃 制 品 的 应 有 特

点 —— 实 用 造 型 、创 意 设 计 、现 代 生 产

工 艺 ，当 然 还 有 持 久 耐 用 的 专 业 品 质 。

在 附 录 中 了 解 关 于 全 方 位 个 性 化 专 业

餐 具 系 列 的 更 多 信 息 。

Entrée

La Divina 

Max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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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st Porzellan 是 Holst 家 族 旗 下 的 一 家 公司，于 1928 年
在德国汉堡成立，总部位于 Hannover 和 Dortmund 之间的
Halle/Westphalia。从 1955 年重新开业到 1970 年间，Holst
公司出售了大部分印有“Bavaria / Germany”字样的瓷器。
1998 年 Holst Porzellan 随着时代的变化引入了新的概念，发
展出“Simply & Strong 系列。该系列主要是为酒店餐饮业的
专业人士度身定做，自 2000 年起限量发行，仅在其自有品牌
Holst Porzellan下销售。

Wood Design
型号- 规格- 品名- 英文名

WD 126 26×20.5cm 木纹碗  bowl

WD 031  31×27cm 木纹碟 plate

WD 238  31×31cm 木纹带柄碟 platter with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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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efer
型号- 规格- 品名- 英文名

SDS 236  36×22,5cm 黑釉石纹鱼盘 black oval plate

SDS 116  16,5cm 黑釉石纹碗 black bowl

型号- 规格- 品名- 英文名

LUB 019 19cm 浮雕圆平盘 wings emboss flat plate

型号- 规格- 品名- 英文名

ST 128 22cm 意式圆深盘 round deep plate

型号- 规格- 品名- 英文名

SK 522 22×22cm  四方碗灰釉 square bowl

SK 420 32×20cm 长形盘灰釉 rect. Platter

SK 215  15cm 四方碗 square bowl

Lubin

Style

Sk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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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系列
此系列的图案，其设计灵感来自世界上最美丽、最
优雅的公主之一 , 戴安娜王妃和她著名的皇家婚
礼。

白色代表纯洁而铂金意味着奢华 , 图案中不规则
的线条就好似戴安娜王妃的活泼性格。
LEGLE FRANCE( 法国丽固 ) 特别设计此图案来展
现英式优雅和纪念戴安娜王妃。

LEGLE FRANCE 法 国 丽 固 起 源 于 一 个多世 纪 以前法 国 利 摩
日 地 区 两 大 制 瓷 家 族，罗 格 朗 和 罗 布 克 家 族（Legrand 与
Lebouc），已有百年历史，以其精湛的工艺和鲜艳生动的釉面
色彩技艺而著称，在保留瓷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诣在研发与改
良近代化的制瓷工艺。

19 世 纪 末，Frédéric Lebouc 的 曾 曾 祖 母 Marie-Olympe 
Brière 还仅仅是一个小型瓷器作坊的坊主，她思想前卫，将儿
子 Frédéric Legrand 送去英国深造。1904 年学成归来时，也
做起了瓷器生意。19 世纪 20 年代，他研发的瓷质电子绝缘配
件，是那个时代有名的绝缘材料。从此，Legrand 家族在电器
设备行业首屈一指。而他的女儿 Paule Legrand 的丈夫 André 
Lebouc 是工艺品行业的工程师。自此，由 Lebouc 正式接手
Legrand 家族企业。

二 战 之 后，André Lebouc 与 儿 子 Hugues Lebouc 继 而 在
1949 年创立了瓷器试验厂，Poral 工厂。

那时，Poral 工厂是第一家二战后在利摩日重新起航并成为首
家享有政府资助的合营企业。

1953 年末，André Lebouc 和 Hugues Lebouc 从 Poral 工厂
离职后重新创立 LEGLE FRANCE 法国丽固。再次作为创业者，
Hugues Lebouc 与他的制瓷团队研发并改良了瓷器的美工和
生产技术。

作为现代瓷的开拓者，他们对瓷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犹如当
年 Marie-Olympe 的作坊时代，人们依然被丽固瓷的瓷质和釉
彩所吸引，因为一代代的制瓷工匠和上釉工匠在细微处传递了
那个时代的技艺，并融入的新时代的元素，这是今天丽固的制
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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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瓣花系列

青花瓷系列

黑色莲花系列

金鱼系列
四瓣花在文艺复兴时代是一种十分流行
的革饰花纹，作为一种传统纹样在法国
以及欧洲被广泛用于建筑、室内设计和
织物图案设计。很多经典的哥特式建筑
中常常出现四黯花纹样的身 影，甚至于
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建筑上也能
找到这种经典的革饰图案。

法国丽固将这种经典图案与瓷器纹样相
结合，清新的蓝白相间设计在色泽饱满
的金色勾边映衬下使这个永恒的经典纹
样变得更加现代与摩登。

金鱼起源于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
（618 - 907），这个美丽的物种就已经作
为装饰存在于上层社会的住宅与庭院中。

而在 1620 年代，因为象征着好运和财富，
金鱼传入欧洲后受到热烈追捧。 LEGLE 
FRANCE ( 法国丽固 ) 特别推出 Poisson 
Rouge 演绎动静之间美的传奇并注入幸
运的能量。

法国丽固 Legle《青花》系列的灵感就是
萃取自康熙（1662-1722）景德镇窑生产
的外销精品《青花果树纹双管瓶》 。（现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套青花 61 头餐具，可供 6 人同时用餐，
家常使用或者宴请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
的选择。

LEGLE FRANCE( 法国丽固 ) 的莲花系列
各款碟盘好似浮在水面上的片片莲叶；
每个盖子上都有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羞
涩地打着朵儿；壶柄的自然曲线则犹如
莲花的根茎。整个系列的陈设，也恰似一
朵朵水中盛开的莲花，别致而美丽。

亭亭玉立的莲花，袅袅娜娜似美丽的女子，
但“出淤泥而不染”却是有一种高洁的风骨，
柔于外，刚于内。最好的瓷器白中带着油

润感，如玉如脂，不单止是纯，亦是柔软
和硬朗的完美结合。莲花与瓷器，恰是在
一种本质上存了高度的和谐一致。以美
丽莲花，入画雪白瓷器，亦宛若精致雕琢
一枚女子，集圣洁与柔情于一体，含情脉
脉，邀人共度盛夏时光。

黑色色釉的莲花系列，运用了 LEGLE 
FRANCE（法国丽固）最引以为傲的高温
色釉技术，因为这项精湛的技术，LEGLE 

FRANCE（法国丽固）荣幸地被法国财政
部及工业部联合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
企业”称号（EPV）, 具有这一称号的企业
往往是独一无二的，拥有杰出手工艺与
工业技术。手工喷绘的黑色釉面，如丝绒
般柔滑有光泽，配上手工描绘的黄金或
铂金扇形边缘，完美再现浮叶莲花的流
动感。整个系列低调奢华又极具质感，百
赏而不厌。

传说中的四黯花是夏娃从天国伊甸园带
到人间，花语是幸福 ; 四瓣花也是幸 运
的象征，它的 每片叶子都有着不同的意
义 . 当中包含了人生梦寐以求的四样东西

= 名誉、财富、爱情及健康。法国丽固推
出四瓣花纹样，希望拥有此款秀盘的人
也能拥有幸运及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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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壶 
规格：16.7×12×20.5cm 1.7L 
编号：800800303642

配合底座 
规格：16×8×1cm 
编号：800800303645

双层冰桶 
规格：12.5×15cm  1L 
编号：800800303646

奶壶 
规格：8.8×6.2×8.5cm 
编号：800800303643

牙签桶 
规格：4×6cm 
编号：800800303647

糖缸 
规格：5.8×8.5cm 
编号：80080030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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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酒桶 
规格：17×21.5cm 3.8L 
编号：800800303648

黄油碟 
规格：Ø6×6.5cm 
编号：800800303651

圆托盘 
规格：Ø35cm 
编号：800800303653

糖缸（皇室款） 
规格：待定 
编号：无来样

咖啡壶（皇室款） 
规格：待定 
编号：无来样

奶壶（皇室款） 
规格：待定 
编号：无来样

茶壶（皇室款） 
规格：待定 
编号：无来样

A-27A-26



特级波尔多-4100/00R 
高度：282mm 容量：860ml 
编号：800700103004

特级勃艮第-4100/16 
高度：276mm 容量：1050ml 
编号：800700103010

860ML 特级波尔多 ( 粉杆 )-4100/00-P( 粉 ) 
高度：282mm 容量：860ml 
编号：800700103013

特级勃艮第-4100/16R 
高度：276mm 容量：1050ml 
编号：800700103008

860ML 特级波尔多 ( 蓝杆 )-4100/00-B
高度：282mm 容量：860ml 
编号：800700103011

特级波尔多-4100/00 
高度：282mm 容量：860ml 
编号：800700103009

860ML 特级波尔多 ( 绿杆 )-4100/00-G
高度：282mm 容量：860ml 
编号：800700103012

水杯 
高度：80mm 容量：330ml 
编号：800700102990

赤霞珠杯-0454/0 
高度：247mm 容量：800ml 
编号：8007001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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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麦芽威士忌杯 
高度：115mm 容量：200ml 
编号：800700102992

棱镜醒酒器-新 
高度：245mm 容量：1040ml 
编号：800700102999

梅洛醒酒器 
高度：240mm 容量：970ml 
编号：800700103002

啤酒杯 
高度：170mm 容量：500ml 
编号：800700102993

龙舌兰杯 
高度：210mm 容量：190ml 
编号：800700102997

苹果醒酒器 
高度：195mm 容量：1500ml 
编号：800700103000

迷你醒酒器 
高度：160mm 容量：400ml 
编号：800700103003

威士忌杯 
高度：100mm 容量：430ml 
编号：800700102991

波特酒杯 
高度：175mm 容量：265ml 
编号：800700102995

鸡尾酒杯 
高度：175mm 容量：250ml 
编号：800700102998

西拉醒酒器-新 
高度：245mm 容量：1040ml 
编号：8007001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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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厨专业厨房用具（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厨中国，隶属
于拥有200多年历史的法国Matfer Bourgeat 集团，是集团在中
国的贸易类全资子公司。自1998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厨始
终服务于各大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米其林餐厅及奢华度假村。
欧厨一直是全球专业厨房及实验室的行业领导者，以客户为中
心，致力于满足豪华酒店等各类专业餐饮领域的需求，提供专
业的厨房运营解决方案及售后服务。并且，欧厨凭借着在烘培
领域的专业性，树立了很多国际标准。

Matfer Bourgeat 集团在法国拥有4间现代化的工厂，并配有独
立的设计人员，超过1000名专业工匠，其位于诺曼底的中央库
房拥有超过16000种工具及设备的库存，供应着全球需要的专
业厨房用具。

欧厨中国将一直秉承着集团的经营理念，继续把最好的产品和
服务提供给高端酒店餐饮及烘焙客户，成为您厨房中最好的合
作伙伴。

Exoglass-复合材料不锈钢滤网
ø200mm - st/st mesh 0.45mm

Exoglass-复合材料打蛋器
300mm

Exoglass-复合材料手动多功能果蔬加工机
400×400×510mm

不粘平底锅
Ø200×H50mm 1.3c.l

Exoglass 复合材料模具
Ø55×55mm - 6pcs

不锈钢汁锅
Ø160×H86mm 1.7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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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姐系列

太平洋系列

橡木纹系列

云盒系列

手感烘焙系列

侘寂耐水洗袋GN 元素 & 酱料罐 & 平板

DISPLAY SOLUTION
FOR HOREC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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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秀板 美食双面板

竹韵系列 莱特兄弟

系统架 塔洛克花崗板

美食板 胶囊系列

伽玛 淘儿蓝

洛基 & 海贝雅 摇篮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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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面干手机（无托盘）
型号：FJ-T09B3C
功率：1020W
风速：105m/s
噪音：62db(A)
吹干时间：约 4-9S

双面喷气式干手机（白 / 银）
型号：FJ-T10T1C
功率：1250W
风速：112m/s
噪音：59db(A)
吹干时间：约 3-5S

单面干手机（带托盘）
型号：FJ-T09A3C
功率：1400W
风速：100m/s
噪音：62db(A)
吹干时间：约 4-9S

空气净化器
型号：F-P0535C-ESW
集尘滤网抗（细）菌率 99.33% 以上
净烟功能 + 睡眠模式 8 小时
过滤网更换提醒

空气净化器
型号：F-PDS90C
集尘脱臭一体化滤网，对 0.3μm-0.5μm
颗粒物过滤效果 99.9%
4 层梯度净化设计，抗菌涂层 99.99%
抗菌率
英国过敏协会认证，有效减少七大过敏
原
灰尘感应，实时监控空气质量，污染指
示灯显示
4 档风速调节，8 小时定时功能

空气消毒机
型号：F-VJL75C2 W/N  
H13 级 HEPA 高效滤材，对 0.3μm-
0.5μm 颗粒物滤净率达 99.97%
99% 空间除菌率，附着菌去除率 99%
以上
PM2.5 浓度实时监测，数字及污染指示
灯双重表示
4 重感应（异味 + 灰尘 + 亮度 + 湿度）
气化式加湿，湿度显示
3 层滤网，预过滤网、集尘脱臭过滤网、
加湿过滤网

A Better life, A Better World
Panasonic 承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为全世界人们的幸福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地球的未来不断做出贡献。

以住宅、大厦、公共区域等为事业领域，通过提高舒适度的技术
和节能等技术来实现低环境负荷，高生活舒适度的空间。

【颗粒物】 CADR：196m³/h 
 CCM：P2   
 净化能效：高效级

【甲醛】 CADR：30m³/h   
 净化能效：合格级

【噪音】 59dB（A） 

【适用面积】12~19 ㎡ 

【最大功率】19W

【颗粒物】 CADR：510m³/h   
 CCM：P4   
 净化能效：高效级

【甲醛】 CADR：259m³/h 
 CCM：F4 
 净化能效：高效级

【噪音】 69dB（A）

【适用面积】36~61 ㎡  

【最大功率】88W

【颗粒物】 CADR：390m³/h  
 CCM：P4  
 净化能效：高效级

【甲醛】 CADR：243m³/h 
 CCM：F4 
 净化能效：高效级

【噪音】 66dB（A）  

【适用面积】28~46 ㎡ 

【最大功率】55W

【加湿量】 535ml/h（消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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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强风吹风筒-
 
型号：VS9142BCN 
规格：1600 瓦大功率，高效省时
恒温护发，真正干发不伤发
独立冷风，快捷造型

冷热风负离子大功率电吹风
 
型号：VS129CN 
规格：2000 瓦大功率
负离子
57 度恒温护发
6 档调节模式

不易伤发冷热风恒温吹风筒
 
型号：VS5543PICN 
规格：集风嘴，用于加强秀发造型效果
3 段热力 / 风速及冷风按钮，适合不同发质及固定造型
柔指散风器，用于塑造天然卷曲或波浪秀发，增加立体感
1.5 米电源线及挂圈设计，方便使用 1875 瓦大功率沙龙专业造型吹风机--

 
型号： VS53CN 
规格：恒温养发，2 档风力，3 档温度
直流永直电机，低噪音低辐射
速干秀发，省心省力

TURBOEXTREMESTEAM®-手提式蒸气挂熨机
 
型号：CGS38CN 
规格：

• 先进蒸熨技术
• 1500W 功率
• 20 克 / 分钟蒸气量
• 40 秒快速加热
• 2 段蒸气设定

• 最长 15 分钟连续使用时间
• 215 毫升可拆式水箱
• 金属蒸气喷咀
• 内置折痕直熨夹
• 直立式设计

• 三合一可拆式配件 – 硅胶圈、
植毛刷及低温辅助器

• 一年有限保养

Conair公司成立于1959年，是一家小型家电和护发公
司。今天，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多元化的消费品公司
之一，这家全球领先的个人护理，美容，健康和美容产品
以及优质厨房电器，工具和炊具的制造和分销，总部位
于新泽西州东温莎，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开展销售和
营销业务，Conair的激情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数千名员

工的奉献精神，战略多元化和收购，以及不断致力于生
产创新产品，Conair已经发展成为全球20亿美元的产
品。公司销售专业沙龙产品，个人护理产品，消费者和商
用厨房用具，以及超过二十五个品牌的炊具，遍布全球
12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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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著名的电气科学家 W. Schaufelberger 博士于 1908 年发明电热毯并创立了索利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电热毯在寒冷的冬季为无数个家庭带来了温暖，惠及全球；1933 年，索利斯开始生产电吹风，经过几代人的精
耕细作，索利斯成为全球专业电吹风市场的顶尖品牌；1985 年，索利斯首创小型全自动咖啡机并迅速风靡全球，
随后推出的全系列精品家电，在欧洲高端市场和专业领域享有盛誉，是瑞士国宝级家电品牌。

瑞士索利斯（SOLIS）始创于 1908 年，总部位于
苏黎世，研发制造中心坐落于风景如画的瑞士南
部小镇 -- 门德里西奥（Mendrisio）。

创始人： 
绍菲尔伯格博士（Dr. W. Schaufelberger）
电热毯发明者（1908 年）

总部大楼（苏黎世）研发生产基地（门德里西奥）

SO278i 
功率：1‘680W-2‘000W
负离子：2000 万
超轻、超静音造型吹风机
专业 DC 电机

MG268i 
功率：1‘750W-2‘200W
负离子：2000 万
超短设计、轻便
专业 AC 电机

MG258i 
功率：1‘650W-2‘000W
专业 AC 电机 MC248i 

功率：1‘750W-2‘100W
负离子：2000 万
超短设计、轻便
专业 AC 电机

3791 
功率：1‘500-1‘800W
双电压设计 110-120/220-240V
可折迭手柄
3 档风温调节
负离子护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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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设计师，Alain 和 Dominique Vavro 住在接近里昂
在塞纳河的法国乡村。正是在这裡，Varvo 开始做第一件
由他们自己名字命名的餐具。多年来，他们创作了许多优
秀的陶器和餐具收藏及应用于很多欧洲和中东的高级饭
店和餐馆。在专门设计四套 WNK 餐具中，Varvo 显露了他
们优异的创作才华，以及从不停步的创作思维。

WNK 不锈钢餐具系列 

CD-611G-PM
1/1 长方形  (T 柄 ) 平底餐炉 ( 玻璃盖 )

L58×W48×H17cm
capacity: 7.5L

CD-611-NS
1/1 长方形  (T 柄 ) 平底餐炉脚架

L67×W37.5×H23cm

CD-623G-PM
2/3 方形  (T 柄 ) 平底餐炉 ( 玻璃盖 )

L40.5×W48×H17cm
capacity: 6.5L

CD-623-NS
2/3 方形 (T 柄 ) 平底餐炉脚架

L58×38×H23cm

CD-602G-PM
圆形 (T 柄 ) 平底餐炉 ( 大 ) ( 玻璃盖 )

L57×W44×H17cm
capacity: 6.5L

CD-602-NS
圆形 (T 柄 ) 平底餐炉脚架 ( 大 )

L46.5×W44.5×H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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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TP60
中东款 60cl 茶壶 ( 鹅咀 ) - 光身

SN-3340-PM
椭圆形三层蛋糕架连亚加力碟套装 - 光身

Stand: L33.5×W13.3×H40.3cm

TPR-10-PM
25.7cm 圆拱形碟盖  - 光身

EM-CP100
中东款 100cl 啡壶 ( 鹅咀 ) - 光身

NB-830-PM
可动式三头果仁兜 - 光身

dia. 24.7×H31.8cm

SB-2514-PM
长方形面包兜 - 光身
L25×W14×H6cm

CP-037-
皇朝款 200cl 水勺 - 光身

MSS-001
糖盅连奶勺套装  - 光身

底座 L15×W8×H1cm， 
奶勺 15 cl / 5.3 oz，  

糖盅 L6.7×W6.7×H6.7cm

PE-40-M
冰桶连夹 - 光身

L18.2×W16.1×H19.1cm (Bucket) 
L17.5cm (Tong: PE-30-T-PM)

JD-015
果汁鼎

 L23×W36.5×H49cm
capacity: 5L

MD-001
牛奶鼎

 L23×W36.5×H44.5cm
capacity: 5L

CD-451
可叠式长方形餐炉 - 直脚
L68.5×W54.5×H48cm

capacity: 7.5L

CD-453
可叠式圆形餐炉

L53×W53.5×H51cm
capacity: 6.5L

NCR-024
单层咖啡鼎 × 新款圆脚

L36×W42×H59cm
capacity: 17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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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K-Monarch-正斗鎚印款刀叉

WNK-Cité-西亞款-( 光身 ) 款刀叉

WNK-Leopardi-歐羅款刀叉

WNK-Chatsworth-
查士光身款刀叉

WNK-Alba-雅柏款刀叉

WNK-Canyon-查士 ( 鎚印 ) 刀叉

MON1/1
大刀 ( 重實心訓刀 ) – 手柄錘印 L24.2CM

MON1/2
大叉 – 手柄錘印 L21CM

MON1/3
大更 – 手柄錘印 L20.6CM

CIT1/1 
大刀（重實心）- 企刀 L24CM

CIT1/2 
大叉 L21CM

CIT1/3 
大更 L21CM

LEO1/1 
大刀（重實心）L23.7CM

LEO1/2 
大叉 L20.7CM

LEO1/3 
大更 L21CM

CHA1/1 
大刀（重實心）L23.5CM

CHA1/2 
大叉 L20.7CM

CHA1/3 
大更 L20.6CM

ALB1/1 
大刀（重實心）L23.5CM

ALB1/2 
大叉 L20.5CM

ALB1/3 
大更 L20.7CM

CAN1/1
大刀 ( 重實心 ) L23.5CM

CAN1/2
大叉 L20.7CM

CAN1/3
大更 L20.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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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诞生于法国阿尔萨斯，STAUB 珐宝珐琅铸铁锅有“法国
美食宝贝”的美誉。在专业厨师界，STAUB 珐宝受到有“法餐教皇”
之称的已故名厨保罗·博古斯的推崇，活跃在全球米其林星级餐厅
后厨。在法国家庭，一口能让厨艺加分的 STAUB 铸铁锅，亦是由
母亲传承给女儿的一枚烹饪“珐宝”。

圆形炖锅-10cm/0.25L 
黑色 / 石墨灰色 / 白松露色 / 芥末黄 / 樱桃色 / 深蓝色 / 罗勒绿色

圆形炖锅-24cm/3.8L 
黑色 / 石墨灰色 / 白松露色 / 芥末黄 / 樱桃色 / 深蓝色 / 海洋蓝 / 罗勒绿色

3 个小炖锅组合 
规格：10CM×3

3 个小炖锅组合 
规格：10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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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炒锅 
颜色：黑色 

规格：16cm/0.65L

长方形烤盘 
颜色：红 

规格：34×24cm

椭圆形烤盘 
颜色：红 

规格：37cm

玻璃盖中式炒锅- 
颜色：灰色 

规格：37cm/5.7L

长方形烤盘 
颜色：蓝 

规格：27×20cm

椭圆形烤盘 
颜色：蓝 

规格：29cm

玻璃盖中式炒锅 
颜色：红色

规格：30cm/4.4L

长方形烤盘 
颜色：绿 

规格：20×16cm

椭圆形烤盘 
颜色：绿 

规格：23cm

焗烤锅- 
奶油色 
规格：28cm

焗烤锅- 
规格：28cm

焗烤锅- 
规格：2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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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很简单，就是解决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 James Dyson

照明

为酒店客房、贵宾休息室、
会议室提供舒适的照明。

头发护理

在客房或洗浴中心提高客
户护理体验。

空气质量

在酒店客房、水疗、健身中心、
会议室创造良好的空气条
件。

吸尘

戴森最新技术，打造高效
清洁体验

手部卫生

创造良好的厕所环境和手
部卫生，能为餐厅提供好
的环境以确保食物的安全
卫生。

戴森是一家英国科技公司，其总部位于英国威尔特郡 .
由 James Dyson 于 1991 年成立。它设计和制造家用电器，如真空吸尘器，干手器，无叶风扇，加热器和吹风机。 截
至 2017 年 2 月，戴森在全球拥有超过 8,500 名员工

Dyson 在全球拥有超过 3000 名工程师和科学家 . 其产品也在 65 个不同国家的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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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上下光源，完全灵活控制 .

• 一个产品兼具强大的上下光
• 特质滤光镜，将光束投射在你所需之处
• 下光：高达 7221 流明 (lm）， 离天花板 1.3 米， 
• 即可为 3.2 米 ×1.6 米的范围均匀地投射光线 
• 上光：高达 733 流明 (lm），离天花板 400 毫米，
• 即可向 4 米宽的区域均匀光线
• 高功率，高达 113 流明 (lm)/ 瓦 .
• 重量仅重 3.2 kg.
• 5 年保修 .

• 强大的 LED 灯 .
• 采用工程特质球面光学透镜 , 投射广域光区，营造氛围光
• 长达 180,000 万小时保持明亮 .
• 在天花板下方安装 400 毫米的 Cu-Beam ™上光，可向 4 米宽的
• 区域均匀投射高达 690 勒克斯的光亮
• 高功效 , 最高可达 92 流明 / 瓦 .
• 重量仅为 2.9kg.
• 5 年质保 .

银色 白色 黑色

悬吊式上光，超广域强力照明。开放空
间照明的理想选择，如大厅、休息室和
办公室。

CSYS Desk 2700K 黑色 / 银色
CSYS Desk  2700K 白色 / 银色
CSYS Desk  2700K 黑色 / 黑色

CSYS Desk 4000K 黑色 / 银色
CSYS Desk 4000K 白色 / 银色

CSYS Floor 2700K 黑色 / 银色
CSYS Floor 2700K 黑色 / 黑色

强大的光，精确在你需要的地方发亮。

CSYS ™工作灯有两种色温供选择
强劲的暖白色工作光。
为休闲环境特调。

2700K-CSYS ™工作灯-

亮度（流明）：650
照度（勒克斯）：648
功效（流明 / 瓦）：54
LED 寿命（小时）：高达 144,000

4000K-CSYS ™工作灯

亮度（流明）：800
照度（勒克斯）：808
功效（流明 / 瓦）：70
LED 寿命（小时）：高达 144,000

强劲的冷白色工作光。
为办公环境特调。

探索戴森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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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风机
内置强劲数码马达，
智能温度控制，呵护
秀发光泽。

产品系列

三个磁性造型附件

铁灰 / 紫红 银色 / 镍色

戴森顺滑喷嘴，干燥和造型
一步到位
Dyson 顺滑喷嘴使用光滑宽
阔的大范围气流快速吹干头
发。

戴森造型集风嘴，精确集中吹出
气流-
Dyson 造型集风器可生成高速叶
片，非常适合造型。风向精确集
中，您可以一次对一部分区域的
头发进行造型 ，不必担心影响
到其它部分。 

戴森扩散风嘴，快速自然吹
干
Dyson 扩散风嘴设计，在每
个小环上均匀分散空气。在
头发周围均匀的吹出气流，
有助于减少毛躁让秀发更整
齐。

产品系列

Airblade 技术采用紧凑型墙上装置

HU02 银色 B14 灰色HU02 白色 AB14 白色 WD04 短颈式 WD05 长颈式 WD06 悬挂式

重新设计标志性干手器 红外感应水龙头与干手器的结合

• 可以轻松更换现有的干手机

• 12 秒干手时间

• 两个 HEPA 滤网

• 每次干手只排放 2.4g 二氧化碳

• 5 年保修

• 自助更换所有的装配和 HEPA 滤网

• 声学重新设计，可将噪音降低 50％

• 10 秒干手时间

• HEPA 滤网和 NSF / HACCP 认证

• 每次干手只排放 3.4 克二氧化碳

• 5 年保修

• 洗手和干手在同一个水槽内完成，减少了擦拭水槽的次数、
降低了滑倒的风险、节约了空间。

• 14 秒干手时间

• HEPA 滤网和 HACCP 认证

• 每次干手只排放 3.6 克二氧化碳

• 5 年保修

• 自助更换所有的装配和 HEPA 滤网

探索 Dyson Airblade 干手器
最快，最卫生的干手器，带有 HEPA 网过滤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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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产品系列

产品系列

Dyson-Hot+-Cool-Fan
Heater-AM09

强大的冷却，快速的室内加热。
由 Jet Focus 控制

Dyson-Pure-Hot+Cool-cryptomic-HP06

自动监测颗粒物和气体污染，结合独特精准算法，
实时报告多方面室内空气质量

AM09 黑色 AM09 蓝色 AM09 白色

Dyson-真空吸尘器灰尘

• 使用 Dyson 马达 V8, 旋转 110,000 rpm，在硬地板或地毯上能产生强大的
吸力

• 40 分钟强劲吸力

• 清洁面积宽达 291 平方米

• 设备完成充电仅需 5 小时

• 2 款地板吸头和 4 款配件吸头（Fluffypro 只有 1 款地板吸头）

• 重 2.6kg

• 2 年保质

• 用 Dyson 马达 V10, 该款最小、最轻、具有最强的清洁马达， 旋转高
达 1250,000 rpm 

• 40 分钟强劲吸力

• 清洁面积宽达 388 平方米

• 集尘筒容量增大了 40%

• 设备完成充电仅需 3.5 小时

• 2 款地板吸头和 4 款配件吸头 （Fluffypro 只有 1 款地板吸头）

• 重 2.68kg 和 2 年保质

白金色 黑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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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烈酒杯
GCC00277

Φ68×222mm/194ml

白葡萄酒杯
GCC00332

Φ78×211mm/340ml

勃艮第红酒杯
GCC00014

Φ105×247mm/710ml

香槟酒杯
GCC00288

Φ74×241mm/230ml

勃艮第红酒杯
GCC00310

Φ106×217mm/710ml

长饮杯
GCC00070

Φ68×156mm/410ml

红葡萄酒杯
GCC00321

Φ84×224mm/424ml

啤酒杯
GCC00148

Φ73×178mm/368ml

A World Brand with

490 years history 

- since 1521 -

 
一个拥有 490 年历史的世界级品牌

 
诗杯客乐，源自德国

全球顶尖水晶杯、酒具品牌；
造型优美、晶莹透亮、极具美感，

品牌享誉世界

鸡尾酒杯
GCC00159

Φ117×174mm/195ml

香槟酒杯
GCC00170

Φ64×230mm/258ml

蒸馏烈酒杯
GCC00181

Φ59×203mm/120ml

勃艮第红酒杯
GCC00192

Φ107×225mm/64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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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红酒杯
GCC00237

Φ95×218mm/620ml

白葡萄酒杯
GCC00021

Φ89×109mm/420ml

生活家醒酒器
GCC00066

Φ228×295mm/1000ml

品酒家醒酒器
GCC00063

Φ194×200mm/1000ml

生活家醒酒器
GCC00065

Φ245×318mm/1500ml

盛宴醒酒器
GCC00069

Φ173×245mm/10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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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4458001 

Ø96mm×225mm/630ml

Lifestyle 
4458015 

Ø83mm×90mm/340ml

Lifestyle 
4458002 

Ø85mm×222mm/440ml

Lifestyle 
4450157 

Ø100mm×275mm/630ml

Milano 
2738002 

Ø86mm×136mm/305ml

Hybrid 
4320100 

Ø122mm×240mm/840ml

-Hybrid 
4328032 

Ø88mm×240mm/550ml

Adina-Prestige 
4908000 

BurgundyGlass490/00AdinaPrestige

Adina-Prestige 
4908007 

SparklingWine490/07AdinaPrestige

Lifestyle 
4458029 

Ø75mm×223mm/310ml

Milano 
2738016 

Ø84mm×96mm/319ml

Milano 
2738024 

Ø84mm×175mm/425ml

-Hybrid 
4320101 

Ø79.5mm×240mm/380ml

Hybrid 
4328035 

Ø105mm×240mm/680ml

Adina-Prestige 
4908001 

RedWine/WaterGoblet490/01AdinaPrestige

Adina-Prestige 
4908029 

ChampagneGlass490/29AdinaPrestige

Lifestyle 
4458009 

Ø83mm×130mm/510ml

Milano 
2738012 

Ø77mm×144mm/412ml

Milano 
2738041 

Ø105mm×121mm/384ml

-Hybrid 
4320129 

Ø70mm×240mm/280ml

Hybrid 
4320189 

Ø164mm×270mm/1800ml

Adina-Prestige 
4908002 

WhiteWineGlass490/02AdinaPrestige

Adina-Prestige 
4908035 

BordeauxGlass490/35AdinaPrest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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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7 年以来，RCP 一直以先进的产品技术和成套的解决方案在废弃物处理、物料运送、 

清洁方案、餐饮服务、洁具维护、公共盥洗室用品以及安全告示产品引领行业先锋。

拖把压水桶
CTL00333
型号：FGQ95088YEL
规格：60.7×24.1×34.6cm

防溢侧压式拖把压水桶组合
CTL00335
型号：FG748000YEL
规格：51×41.4×54.6cm

防溢双层侧压式拖把压水桶组合
CTL00336
型号：FG768000YEL
规格：56.9×41.9×98cm/33.1L

防溢拖把桶组合用的污水分隔桶
CTL00337
型号：FG9C7400RED
规格：35.8×25.1×35.8cm/17L

稳定式告示牌
CTL00380
型号：FG9S0925YEL
规格：66×33×3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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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服务车
ALT00368
型号：FG618900BLA

中型垃圾桶
CTB00055
型号：FG295600GRAY
规格：36.5×26×38.1cm/26.6L

多用途推车
ALT00374
型号：FG342488BLA

双格桶
CTL00372
型号：FG261700GRAY
规格：37.2×35.3×25.7cm

大容量清洁推车
CEM00034
型号：FG9T7200BLA

贮物桶（不连桶盖）
CTL00384
型号：FG265500WHT
规格：Φ67.3×83.8cm/208.2L

侧压式柞水车
CEM00035
型号：FG758088YEL
规格：51.1×39.9×92.7cm

可推式垃圾回收桶
CTL00219
型号：FG9W2100GRAY
规格：82×64.3×106.2cm/246.05L

双面地板告示牌
CTL00377
型号：FG611277YEL
规格：66×27.9×63.5cm

双面地板告示牌
CTL00379
型号：FG611278YEL
规格：152.4×55.9×127cm

烫衣用具存放架
ALT00371
型号：FG245506WHT

多用途推车
ALT00375
型号：FG409300BLA

餐盘 ( 配 1819679)
ALT00377
型号：1819680

双格桶
CEM00038
型号：FG262888GRAY

SturdyChair ™儿童座椅
ALT00376
型号：1819679

浴缸垫（中号 )
ALT00372
型号：FG703504WHT

保洁工具贮存架
CEM00036
型号：FG199200GRAY

保洁工具贮存架
CEM00037
型号：FG199300GRAY

浴缸垫（大号 )
ALT00373
型号：FG704104WHT

方头硬毛刷
CTL00360
型号：FG9B2300YEL
规格：18.8cm

24" 直刀片地板刮水胶片
CTL00366
型号：FG9C3200BLA
规格：61×10.2×17.3cm

通用型连头带棉质拖把（通用拖布）
CTL00344
型号：FGE13800WH00
颜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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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整搁板组件
CTL00270
型号：FG619500BLA
规格：76.5×47×5.7cm
配 618900/619000/619100/619200/9T1900

10 夸脱消毒桶子
CTL00204
型号：FG9T8200BLA
规格：19.1×35.6×20.3cm

脉冲式地板清洁系统
CTL00276
型号：1835528
规格：142.2×12.4×9.5cm 脉冲式地板清洁系统带双面拖头

CTL00277
型号：1835529
规格：132.1×10.8×8.9cm

清洁剂贮藏瓶
CTL00279
型号：3486110
规格：15oz

专业喷雾式拖把
CTL00280
型号：3486108ML
规格：132.1×11.4×8.9cm

10 夸脱消毒桶子
CTL00215
型号：FG9T8200YEL
规格：19.1×35.6×20.3cm

5 夸脱消毒桶子（一套 4色）
CTL00222
型号：FG9T83010000
规格：19.1×23.5×21.6cm

可锁式门组件
CTL00281
型号：FG619700BLA
规格：86.4×4.8×80.3cm
配 618900/619000/619100/619200/9T1900

精巧替换布袋
CTL00334
型号：FG9T8100BLA
规格：83.8×26.7×44.5cm

清洁推车连有拉链的黄色乙烯基袋
CTL00367
型号：FG617388BLA
规格：116.8×55.2×97.5cm

大容量乙烯基替换袋
CTL00378
型号：FG9T8000YEL
规格：83.8×26.7×44.4cm

可上锁顶罩
CTL00345
型号：FG9T8600BLA
规格：24.1×43.2×48.3cm

9 格运送口袋
CTL00356
型号：FG9T9000BLA
规格：71.1×50.2×3.8cm

脉冲式清洁剂贮藏瓶
CTL00278
型号：FGQ96600
规格：35.9×22.2×27.3cm

A-73A-72



打蜡系列工具组件
CTL00282
型号：FGQ050000
规格：45.7×12.7cm（拖布）
包含：桶、手柄、盖子、滤网、8 个拖布

18" 湿拖布
CTL00283
型号：FGQ41000BL00
规格：47×14×1.3cm

18" 带须边除尘拖布
CTL00288
型号：FGQ41800GR00
规格：52.62×14.5×1.3cm

36" 大厅除尘拖布
CTL00289
型号：FGQ43600GR00
规格：92.7×14×1.3cm

48" 大厅除尘拖布
CTL00291
型号：FGQ44800GR00
规格：123.2×14×1.3cm

52" 快接式铝质手柄
CTL00311
型号：FGQ75006
规格：132.08×4.1×4.1cm
颜色：蓝 / 绿 / 红 / 白 / 黄 / 灰

48"-72" 快接式可伸缩手柄
CTL00332
型号：FGQ75500YL00
规格：182.9×5.1×5.1cm

60" 带须边除尘拖布
CTL00294
型号：FGQ46000GR00
规格：162.6×22.9×1.3cm

18" 房间和大厅除尘拖布
CTL00287
型号：FGQ41200WH00
规格：47×14×1.3cm

快接式转接头
CTL00285
型号：FGQ70100BK00
规格：11.4×2.8×2.8cm

11" 湿拖布
CTL00286
型号：FGQ82000BL00
规格：34.8×14×1.3cm

浴室专用抹布
CTL00233
型号：FGQ61000YL00
规格：40.6×40.6cm
颜色：黄

玻璃 / 镜面专门抹布
CTL00243
型号：FGQ63000BL00
规格：40.6×40.6cm
颜色：蓝

轻型商用微纤抹布
CTL00254
型号：1820577
规格：12"×12"
颜色：红 / 绿 / 蓝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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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纺纤维拖把 (中号拖布 )
CTL00338
型号：1822768
颜色：白

混纺纤维拖把 (中号拖布 )
CTL00339
型号：1822769
颜色：白

混纺纤维拖把 (中号拖布 )
CTL00340
型号：FGD21206GR00

混纺纤维拖把板 (中号拖布 )
CTL00341
型号：FGD25206BL00

尘推
CTL00351
型号：1822775
规格：96.5m×15.9cm
颜色：白

竹制搭锁式尘推框架 & 手柄
CTL00352
型号：1823006A
规格：145cm

混纺纤维拖把 (大号拖布 )
CTL00342
型号：FGD25306RD00

湿拖把 (中号拖布 )
CTL00346
型号：1822771
颜色：白

湿拖把 (中号拖布 )
CTL00347
型号：1822772
颜色：白

侧向合页开关式湿拖把手柄
CTL00349
型号：1822773
规格：137.2cm

带盖防风垃圾铲
CTL00353
型号：1823007
规格：34×15×107cm

马桶刷
CTL00355
型号：FG631000WHT
规格：36.8cm

马桶刷架
CTL00357
型号：FG631100WHT
规格：12.7cm
配 6310

地板硬毛刷
CTL00358
型号：FG633700BLUE
规格：2"

塑料头柜台刷
CTL00359
型号：FG634100BLA
规格：8"

方头硬毛刷
CTL00361
型号：FG9B2400BRN
规格：19.1cm

短手柄多用途塑料刷
CTL00362
型号：FG9B2900YEL
规格：20.3cm

钢质海绵纤维拖把
CTL00363
型号：FG643500BRNZ
规格：30.5cm

钢质海绵纤维替换拖把头
CTL00364
型号：FG643600YEL
规格：30.5cm

双功能清扫器
CTL00365
型号：FG421388BLA
规格：26.7×24.1×111.8cm

熨斗架
CTL00368
型号：FG218800WHT
规格：14.6×25.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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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护理台
CTL00375
型号：FG781888LPLAT
规格：84.5×54.6×10.2cm

流动废料收集车
CTL00381
型号：FG9W7100BLA
规格：133.4×69.9×108cm

可移动的两级脚踏
CTL00369
型号：FG252300BLA
规格：40.6×34.3cm

圆形桶
CTL00371
型号：FG261400GRAY
规格：Φ30.5×28.6cm/13.2L

圆形桶
CTL00373
型号：FG296300GRAY
规格：Φ26.7×26cm/9.5L

樂柏美嬰兒椅 SturdyChair ™
儿童座椅 , RTA（自行组装）, 不连脚轮
型号：FG781408PLAT
规格：59.7cm×59.7cm×75.6cm

婴儿护理台
货号：FG781888LPLAT
规格：84.5cm×54.6cm×10.2cm

前踏式塑料踏板式垃圾桶
1883455
容量：16L

黑色方形斗车
货号：FG461200BLA
规格：108.6cmX71.1cmX83.8cm

X 型折叠推车 150L
型号 :1881749

精巧替換布袋
型号：1966888

方形斗车
货号：FG461600DBLUE
规格：450L

前踏式塑料踏板式垃圾桶
型号：1883563
容量：16L

胶棉倾卸斗车（标准型）
CTL00238
型号：FG101300BLA
规格：163.8×76.8×96.5cm

车盖
CTL00239
型号：FG102800BLA
规格：154.9×80.6×22.2cm
配 1011/1013

便捷式客房服务车 -大号
型号：1902465
规格：41.9cm×36.3cm×6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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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物桶（不连桶盖）
CTL00382
型号：FG261000DGRN
规格：Φ39.7×43.5cm/37.9L

贮物桶（不连桶盖架及车底搁板）
CTL00383
型号：FG263200GRAY
规格：Φ55.9×69.2cm/121.1L

贮物桶（不连桶盖）
CTL00385
型号：FG264360GRAY
规格：Φ61×80cm/166.5L

32 加仑贮物桶（不连桶盖）
CTL00386
型号：1788472
规格：61×50.8×149.9cm/121.1L

圆顶形桶盖
CTL00210
型号：FG263788GRAY
规格：Φ57.6×31.1cm
配 FG263200

顶盖
CTL00211
型号：FG264560GRAY
规格：Φ62.2×3.8cm
配 2643-60

漏斗形顶盖
CTL00213
型号：FG354300GRAY
规格：Φ56.8×12.7cm
配 FG263200

小车
CTL00214
型号：FG264000BLA
规格：Φ46.4×16.8cm
配 FG262000/FG263200/FG264300/
FG265500

静音小车
CTL00216
型号：FG264043BLA
规格：Φ46.4×16.8cm
配 FG262000/FG263200/
FG264300/FG265500

桶盖
CTL00212
型号：FG265400GRAY
规格：Φ67.9×5.1cm
配 FG265500

樽罐回收式桶盖（配 32加仑垃圾桶）
CTB00060
型号：1788376
规格：58.2×24.9×59.2cm

报纸 / 樽罐回收式桶盖（配 32 加
仑垃圾桶）
CTB00061
型号：1788380
规格：58.2×24.9×59.2cm

桶盖
CTL00207
型号：FG261960WHT
规格：Φ50.5×4.6cm
配 FG262000

桶盖
CTL00206
型号：FG260900GRAY
规格：Φ40.6×2.5cm
配 FG261000

回收桶（不带桶盖）
CTL00209
型号：FG263273BLUE
规格：55.9×69.2cm/121.1L

工具组合架
CTL00218
型号：FG9W8700YEL
规格：82.6×67.3×17.1cm
配 FG264300

圆顶形桶盖
CTL00205
型号：1829399
规格：Φ63×32.1cm
颜色：黄

桶盖
CTL00208
型号：FG263100GRAY
规格：Φ56.5×4.1cm
配 FG263200/FG263400

脚轮组件
CTL00268
型号：FG7805L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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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 樽罐回收式桶盖（配垃圾桶）
CTB00040
型号：1788372
规格：53.6×30.7×13.7cm

有把手之桶盖（配垃圾桶）
CTB00043
型号：FG268888LGRAY
规格：51.8×28.7×7cm

回收瓶罐用桶盖（适用于环保分类垃圾桶）
CTL00224
型号：FG269288GRN
规格：51.8×28.7×7cm

回收废纸用桶盖（适用于环保分类垃圾桶）-
CTL00225
型号：FG270388BLUE
规格：52.1×29.2×7cm

报纸 / 樽罐回收式桶盖（配垃圾桶）
CTB00041
型号：1788373
规格：53.6×30.7×13.7cm

悬吊活门式桶盖
CTL00223
型号：1829400
规格：52.1×28.9×12.7cm
颜色：绿

悬吊活门式桶盖（适用于环保分类垃圾桶）
CTB00042
型号：FG267360BEIG
规格：52.1×28.9×12.7cm

垃圾桶
CTL00221
型号：FG354060GRAY
规格：55.9×27.9×76.2cm/87.1L

推车
CTL00227
型号：FG355188BLA
规格：59.4×38.1×27.4cm

有通风口环保垃圾桶
CTB00038
型号：FG354007BLUE
规格：50.8×27.9×76.2cm/87.1L

有通风口环保垃圾桶
CTB00039
型号：FG354007GRN
规格：50.8×27.9×76.2cm/87.1L

垃圾桶（有把手）
CTB00036
型号：FG354100BEIG
规格：58.8×27.9×63.2cm/60L

垃圾桶
CTB00034
型号：FG354000BEIG
规格：50.8×27.9×76.2cm/87.1L

垃圾桶
CTB00035
型号：FG354000BLA
规格：50.8×27.9×76.2cm/87.1L

A-83A-82



免手动方形垃圾桶
CTL00228
型号：FG356988BLA
规格：41.9×39.4×78.5cm/87.1L

2 项式回收垃圾桶
CTB00044
型号：1792339
规格：68.1×59.9×90.2cm/174.1L

免手动桶盖
CTL00231
型号：FG306600BEIG
规格：38.1×27.6m×15.2cm
配 FG295600 垃圾桶

免手动桶盖
CTL00232
型号：FG306700BLA
规格：40.6×29.5×17.8cm
配 FG295700 垃圾桶

标耐火垃圾桶
CTB00049
型号：FG254000BEIG
规格：22.6×16.2×27.4cm/6.6L

标耐火垃圾桶
CTB00052
型号：FG254400BEIG
规格：38.1×28.6×50.8cm/37.9L

小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CTB00054
型号：FG295573BLUE
规格：28.9×21×30.8cm/12.9L

标耐火垃圾桶
CTB00050
型号：FG254100BEIG
规格：28.3×21×31.1cm/13.2L

小型垃圾桶
CTB00053
型号：FG295500BEIG
规格：28.9×21×30.8cm/12.9L

标耐火垃圾桶
CTB00051
型号：FG254300BEIG
规格：36.8×26.7×38.9cm/26.5L

大型垃圾桶
CTB00057
型号：FG295700BLA
规格：38.7×27.9×50.5cm/39L

中型桌侧废纸回收桶
CTB00056
型号：FG295673BLUE
规格：36.5×26×38.1cm/26.6L

可推式垃圾回收桶
CTL00220
型号：FG9W2173BLUE
规格：82×64.3×106.2cm/246.05L

可推式垃圾桶（连桶盖）
CTB00033
型号：FG9W2700YEL
规格：72.4×59.4×92.7cm/189.3L

带踏板可推式垃圾桶
型号：1971944
容量：1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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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箱
CTL00234
型号：FG172200GRAY
规格：49.5×39.4×33cm

搬运箱
CTL00235
型号：FG173200GRAY
规格：59.7×49.5×33cm

箱盖
CTL00237
型号：FG173000GRAY
规格：60.3×50.2×2.5cm
配 FG173100/FG173200

箱盖
CTL00236
型号：FG172000GRAY
规格：49.9×39.7×2.5cm
配 FG172100/FG172200

极大容量烟蒂筒
CTB00059
型号：FG9W3400ATPWTR
规格：39.4×105.4cm/25.4L

多用途推车
CTL00247
型号：FG342488PLAT
规格：85.4×47.3×95.9cm

三用手推车
CTL00240
型号：1838787
规格：88×55.3cm

重型平板推车
CTL00244
型号：FG440600BLA
规格：91.4×61cm

三用手推车
CTL00241
型号：FG440100BLA
规格：82.6×52.1cm

重型平板推车
CTL00245
型号：FG443600BLA
规格：121.9×61cm

重型平板推车
CTL00242
型号：FG440300BLA
规格：91.4×61cm

2 层工业用推车
CTL00246
型号：FG450088BLA
规格：97.8×43.5×98.7cm

滑盖式斜面食品原料贮存桶
CTL00248
型号：FG360088WHT
规格：74.3×33.4×71.1cm

滑盖式斜面食品原料贮存桶
CTL00249
型号：FG360288WHT
规格：74.9×39.4×71.1cm

滑盖式斜面食品原料贮存桶
CTL00250
型号：FG360388WHT
规格：75.6×45.7×71.1cm

Infinity ™极大容量烟蒂筒
型号：FG9W3400BLA
规格：39.4cm×105.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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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壶
GCC01532

Φ148×210mm / 2000ml

醒酒器
GCC01841

Φ191×230mm / 750ml

扎壶
GCC01533

Φ133×195mm / 1500ml

醒酒器
GCC01543

Φ228×290mm / 1500ml

醒酒器
GCC01595

Φ224×226mm / 1000ml

扎壶
GCC01534

Φ133×195mm / 1500ml

醒酒器
GCC01844

Φ222×271mm / 750ml

扎壶
GCC01536

Φ98×135mm / 500ml

扎壶
GCC01537

Φ75×116mm / 250ml

扎壶
GCC01538

Φ72×105mm / 200ml

德国肖特集团（SCHOTT）是一家在特种玻璃和微晶玻璃行业领先的跨国高科技集团公司。
凭借 130 多年来所累积的经验以及在研发、材料和技术领域的杰出能力，为客户提供一系
列广泛的高品质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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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
GCC01507

Φ100×247mm / 613ml

红酒杯
GCC01573

Φ99×275mm / 768ml

勃肯第红酒杯
GCC01782

Φ76×163mm / 300ml

水杯
GCC01789

Φ65×155mm / 370ml

白葡萄酒杯
GCC01518

Φ73×230mm / 302ml

勃肯第酒杯
GCC01584

Φ116×248mm / 839ml

水杯
GCC01783

Φ83×169mm / 385ml

啤酒杯
GCC01790

Φ63×140mm / 320ml

香槟杯
GCC01607

Φ72×247mm / 293ml

葡萄酒杯
GCC01784

Φ69×151mm / 227ml

水杯
GCC01791

Φ63×116mm / 255ml

香槟酒杯
GCC01785

Φ67×177mm / 165ml

鸡尾酒杯
GCC01792

Φ63×80mm / 150ml

香槟酒杯
GCC01551

Φ72×253mm / 219ml

高脚啤酒杯
GCC01629

Φ74×213mm / 418ml

白兰地酒杯
GCC01787

Φ101×141mm / 505ml

烈酒杯
GCC01794

Φ38×77mm / 46ml

意大利烈酒杯
GCC01562

Φ60×204mm / 124ml

波尔多酒杯
GCC01640

Φ90×261mm / 591ml

高脚啤酒杯
GCC01788

Φ76×170mm / 400ml

水杯
GCC01606

Φ90×240mm / 545ml

葡萄酒杯
GCC01717

Φ75×210mm / 312ml

勃肯第酒杯
GCC01495

Φ82×225mm / 408ml

葡萄酒杯
GCC01786

Φ67×192mm / 221ml

香槟酒杯
GCC01797

Φ70×242mm / 210ml

勃肯第酒杯
GCC01662

Φ81×197mm / 323ml

白葡萄酒杯
GCC01673

Φ75×187mm / 250ml

香槟酒杯
GCC01684

Φ72×210mm / 192ml

白兰地酒杯
GCC01695

Φ101mm×147mm/511ml

甜酒杯
GCC01718

Φ52×132mm / 71ml

葡萄酒杯
GCC01729

Φ72×180mm / 200ml

勃肯第红酒杯
GCC01740

Φ107×195mm / 588ml

水杯 / 红酒杯
GCC01751

Φ88×205mm / 420ml

高脚啤酒杯
GCC01706

Φ76×170mm / 390ml

波尔多红酒杯
GCC01808

Φ95×250mm / 645ml

勃肯第酒杯
GCC01819

Φ116×230mm / 814ml

高脚啤酒杯
GCC01830

Φ75×187mm / 37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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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杯
GCC01796

Φ88×227mm / 514ml

威士忌酒杯
GCC01807

Φ95×85mm / 400ml

白酒杯
GCC01815

Φ82×248mm / 404ml

香槟酒杯
GCC01817

Φ74×267mm / 240ml

波尔多酒杯
GCC01818

Φ93×271mm / 630ml

勃肯第酒杯
GCC01820

Φ111×248mm / 730ml

冷饮杯
GCC01809

Φ78×156mm / 540ml

烈酒杯
GCC01810

Φ47×63mm / 75ml

啤酒杯
GCC01811

Φ69×120mm / 320ml

鸡尾酒平底杯
GCC01813

Φ81×74mm / 260ml

啤酒杯
GCC01812

Φ72×142mm / 420ml

香槟酒杯
GCC01799

Φ70×225mm / 227ml

勃肯第红酒杯
GCC01800

Φ93×225mm / 626ml

勃肯第红酒杯
GCC01802

Φ111×221mm / 732ml

香槟杯
GCC01803

Φ70×212mm / 263ml

平底酒杯
GCC01804

Φ105×101mm / 604ml

多功能水杯
GCC01805

Φ90×127mm / 556ml

红酒杯
GCC01821

Φ77×195mm / 355ml

水杯
GCC01822

Φ83×205mm / 455ml

白葡萄酒杯
GCC01823

Φ74×182mm / 317ml

葡萄酒杯
GCC01824

Φ67×172mm / 236ml

香槟酒杯
GCC01825

Φ66×207mm / 235ml

勃肯第酒杯
GCC01826

Φ105×211mm / 712ml

白葡萄酒杯
GCC01503

Φ77×207mm / 349ml

红酒杯
GCC01510

Φ97×225mm / 497ml

波尔多酒杯
GCC01505

Φ91×235mm / 633ml

波尔多红酒杯
GCC01511

Φ96×237mm / 656ml

香槟酒杯
GCC01508

Φ70×222mm / 228ml

香槟酒杯
GCC01513

Φ70×231mm / 283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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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壶
GCC01849

Φ90×224mm / 750ml

波尔多酒杯
GCC01515

Φ86×215mm / 428ml

啤酒杯
GCC01497

Φ60×142mm / 275ml

白葡萄酒杯
GCC01516

Φ73×193mm / 250ml

烈酒杯
GCC01498

Φ38×72mm / 40ml

鸡尾酒杯
GCC01499

Φ62×80mm / 150ml

威士忌酒杯
GCC01501

Φ80×90mm / 282ml

长饮杯
GCC01500

Φ62×156mm / 330ml

香槟杯
GCC01517

Φ67×214mm / 250ml

红酒杯
GCC01519

Φ101.5×198mm / 510ml

水杯
GCC01502

Φ60×117mm / 240ml

红葡萄酒杯
GCC01514

Φ78×203mm / 318ml

水杯
GCC01839

Φ60×140mm / 246ml

冷饮杯
GCC01835

Φ80×165mm / 542ml

水杯
GCC01840

Φ84×177mm / 451ml

烈酒杯
GCC01842

Φ47×95mm / 94ml

威士忌杯
GCC01843

Φ89×83mm / 306ml

马丁尼酒杯
GCC01846

Φ114×180mm / 343ml

白兰地酒杯
GCC01847

Φ112×171mm / 616ml

水杯
GCC01848

Φ70×144mm / 357ml

波尔多酒杯
GCC01836

Φ94×267mm / 680ml

勃肯第红酒杯
GCC01837

Φ114×234mm / 692ml

保祖利酒杯
GCC01838

Φ98×222mm / 465ml

解百纳酒杯
GCC01829

Φ92×244mm / 540ml

雷司令酒杯
GCC01831

Φ76×220mm / 300ml

香槟酒杯
GCC01832

Φ72×252mm / 209ml

长相思酒杯
GCC01828

Φ84×232mm / 408ml

威士忌酒杯
GCC01833

Φ96×90mm / 389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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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63.3CL 鸿图波尔多酒杯
115588

ø91.5×235mm/633ml

( 德 )65.6CL 品尝波尔多红酒杯
115672

ø96×237mm/656ml

( 德 )34.9CL 鸿图白葡萄酒杯
115586

ø77×208mm/349ml

( 德 )35.6CL 品尝白葡萄酒杯
115670

ø79×211mm/356ml

( 德 )50.6CL 鸿图葡萄酒杯
115587

ø87×224mm/506ml

( 德 )79CL 品尝勃肯弟红酒杯
115673

ø111×227mm/790 ml

( 德 )22.8CL 鸿图香槟酒杯
115590

ø70×222mm/228ml

( 德 )28.3CL 品尝香槟酒杯
115674

ø70×231mm/283ml

( 德 )78.3CL 鸿图勃肯第酒杯
115589

ø111×221mm/783ml

( 德 )49.7CL 品尝红葡萄酒杯
115671

ø87×225mm/497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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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o 公司于 1951 年由比尔坎贝尔和阿盖尔坎贝尔两兄弟创建。 

当时比尔发明了凯姆托盘（Camtray），阿盖尔便开始将托盘向美国医院供应公司（American Hospital Supply Corporation）销售。 

凯姆托盘迅速得到餐馆、酒店、学校和餐厅经营者的认同，并成为行业的标准。

方形食品盒密封盖

SFC2 配合 1.9 & 3.8 L  801099902655
SFC6 配合 5.7 & 7.6 L  801099902658
SFC12 配合 11.4、17.2 & 20.8 L 801099902657

食物储存盒

18263CW  46×66×9cm,18.9 L  801099902147
18266CW   46×66×15cm,33.1 L  801099901729
18269CW  46×66×23cm,49.2 L  801099901967
182612CW  46×66×30cm,64.4 L  801099900929
182615CW   46×66×38cm,83.3 L  801099901728
12183CW   30.5×46×9cm,6.6 L 
12186CW   30.5×46×15cm,11.4 L 801099900928
12189CW  30.5×46×23cm,18 L 8010999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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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防滑托盘-

圆形 - 高侧边外形 
1400CT ø 35.5cm 
1600CT ø 40.5cm 
1400TL ø 35cm( 轻薄型 ) 
1600TL ø 40.5cm( 轻薄型 ) 

玻璃钢防滑托盘

圆形
1400ET ø 39cm 801099904620
1600ET  ø 43.7cm 801099904622

长方形
1014ET 27×35cm 801099904618
1216ET 30.5×41.5cm 801099904619
1418ET 35.5×45.5cm 801099904624
1520ET 38×51.5cm 801099904623

椭圆形 - 低侧边外形 
2700CT 56×68.5cm 
2900CT 73.5×60cm 

菜盖

9013CW  Φ25.4cm×7.0cm
1101CW  Φ27.9cm×6.8cm
1202CW  Φ30.8cm×7.0cm  

长方形 - 高侧边外形 
1216CT  30.5×41cm
1418CT  36×46cm
1520CT  38×51.5cm
1622CT  40.5×56cm
1826CT  45×65cm
1418TL  36×46cm(轻薄型)
1520TL  38×51.5cm (轻薄型)
1622TL  40.5×56cm(轻薄型)

快餐托盘
1216FF

带把手快餐托盘
1217FFH

9格杯框 9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14.9cm

16格杯框 16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11.11cm

20格杯框 20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9.84cm

25格杯框 25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8.7cm

30格杯框 30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7.94cm

36格杯框 36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7.3cm

49格杯框 49S318 
最大高度9.2cm,
最大直径6.2cm

64刺刺框 PR314 
8.3×10.1cm 801099901738

32刺刺框 PR59314
8.3×10.1cm 801099901010

末端开放式 托盘架 OETR314
8.3×10.1cm 801099901159

平框 FR258
6.7×10.1cm 801099901021

8分格半号餐具框 8FB434
12×18.4cm 801099902136

杯框底框 BR258
8.3×10.1cm 801099901026
   
杯框盖 DRC2020
50×50×2.4cm 801099900965

杯框车 CDR2020
54.5×54.5×20.5cm 801099900970

杯框车（带把手) CDR2020H
54.5×59.5×94cm 801099900985

杯框类

A-101A-100



食品原料车（面粉，谷物）

IBS20  33×75×71cm  81 L 
IBS27  42×75×71cm  102 L 
IBS37  55×75×71cm  140 L 

饮料保温桶（保冷保热）

100LCD 29×26.5×44cm  3.8 L 
250LCD  42×23×47cm  9.4 L 
500LCD  42×23×62cm  18 L
1000LCD 53×41.5×63cm 44.5 L 

盘碟车

ADC33 76.2×98.43×90.17cm 801099900993
ADCS 73×96×81cm 
ADCSC 68.6×68.6×80.7cm 

EPP 保温箱

EPP160 长 60× 宽 40× 高 25.7cm 801099903159
EPP180 长 60× 宽 40× 高 31.6cm 801099903170
EPP300 长 64× 宽 44× 高 47.5cm 801099903181

汇总箱

四格餐具箱  1120CBP 
28.9×52×9.5cm 801099901747

收纳箱  1520CBP 
38.9×50.6×12.5cm 801099902172

四格餐具箱  1120CBR 
28.9×52×9.5cm 800899900167

收纳箱  1520CBR 
38.9×50.6×12.5cm 801099902798

PC 透明份数盘

1/1 份数盘 32.5×53cm
12CW  深 6.5cm  8.5 L
14CW  深 10cm  13.0 L 
16CW  深 15cm  19.5 L
18CW  深 20cm  25.6 L 
10CWD 排水架

1/1 份数盘盖子 32.5×53cm  
10CWC 平盖 
10CWCH 带手柄的盖
10CWCHN 带缺口与手柄
10CWGL GripLid 锁紧盖
10PPCWSC 密封盖

1/2 份数盘--26.5×32.5cm

22CW  深 6.5cm  3.9 L
24CW  深 10cm 5.9 L 
26CW  深 15cm 8.9 L  
28CW  深 20cm 11.7 L 
20CWD 排水架

1/3份数盘17.6×32.5cm  
1/4份数盘16.2×26.5cm
1/6份数盘16.2×17.6cm  
1/9份数盘10.8×17.6cm

1/3份数盘盖子17.6×32.5cm
1/4份数盘盖子16.2×26.5cm
1/6份数盘盖子16.2×17.6cm
1/9份数盘盖子10.8×17.6cm 

PP 保鲜盒
1/1 PP 保鲜盒 32.5×53cm 
14PP 10cm 13.0 L
16PP 15cm 19.5 L
18PP 20cm 25.6 L
10PPD 排水架 " 

1/1 PP 保鲜盒盖子 32.5×53cm
10PPCH 带手柄的盖

1/2 PP 保鲜盒  26.5×32.5cm
1/3 PP 保鲜盒 17.6×32.5cm
1/4 PP 保鲜盒 16.2×26.5cm
1/6 PP 保鲜盒 16.2×17.6cm 
1/9 PP 保鲜盒 10.8×17.6cm" 

1/2 PP 保鲜盒盖子  26.5×32.5cm
1/3 PP 保鲜盒盖子 17.6×32.5cm
1/4 PP 保鲜盒盖子 16.2×26.5cm
1/6 PP 保鲜盒盖子 16.2×17.6cm
1/9 PP 保鲜盒盖子 10.8×17.6cm"

方形食品盒（带刻度）

2SFSCW  18.5×18.5×10cm  1.9 L
4SFSCW  18.5×18.5×18.7cm  3.8 L
6SFSCW  21.5×21.5×18.5cm  5.7 L
8SFSCW  21.5×21.5×23cm 7.6 L
12SFSCW 25.6×31×21cm  11.4 L
18SFSCW 25.6×31×32cm  17.2 L
22SFSCW 25.6×31×40cm  20.8 L

1/2 份数盘盖子26.5×32.5cm

20CWC 平盖 
20CWCH 带手柄的盖
20CWCHN 带缺口与手柄盖
20CWGL GripLid 锁紧盖 
20PPCW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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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电保温箱（可接电源220 V）
UPCH4002 46×67×63cm 单层（不带轮子）
UPCH8002 52×69×137.2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UPCH16002  73×84.7×137.5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三层服务车
BC331KD  83.5×41.3×96.5cm 小型三层服务车
BC340KD  101.5×54×95cm  大型三层服务车
BC331KDTC  33×24×56cm 30 L 垃圾箱

BC331KDSH  33×24×18.5cm 9.5 L 餐具盒
BC340KDP 80.3×45×29.8cm 单隔层面板套组

拉盖储冰车
低型
ICS100L  容积 46KGS 57×77×73cm 
ICS125L  容积 57 KGS  58.5×80×74.5cm
ICS125LB 容积 57 KGS  58.5×80×74.5cm
ICS175L  容积 80 KGS  61×95.5×74.5cm 
ICS175LB 容积 80 KGS  61×95.5×74.5cm

高型
ICS125T 容积 57 KGS  58.5×80×88cm A 35.8 (0.44)
ICS175T 容积 80 KGS  58.5×86.5×95.5cm A 40.4 (0.51)
ICS175TB 容积 80 KGS  58.5×86.5×95.5cm D 37.95 (0.517)
ICS200TB 容积 91 KGS  58.5×86.5×100.5cm E 44.5 (0.54)

保温箱（保冷保热）
UPC400 46×63.3×62cm 单层（不带轮子）
UPCS400  46×63.3×62cm 单层（不带轮子）
UPC600 52×69×114.5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UPC800 52×69×137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UPC1200  72.5×82×116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UPC1600  71.5×82×135cm  连体两层（带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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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a 意为有思想的艺术。
其由享誉全球的餐具制造大王 James C. 与设计师 Anna.X 共同于德国创立。
十年来，Pama 产品专注于金属类的西餐刀叉和餐桌用品。持续为高端酒店、特色餐厅和追求品质生活
的人群提供工艺精湛、品味优雅的产品，期待大家的生活能更优雅、更快乐！ More Elegance,  More 
Pleas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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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188 
BASIC

M0152
ZERO

《天圆地方》系列
简约的直线手柄设计

干净利落
厚实稳重

是一款非常现代简约的餐具

《珠圆玉润》系列
圆润柔和的曲线
饱满大气
手柄符合人体工学的弧度
握感柔润舒适

01 主餐更 Table Spoon 20.7cm

02 主餐叉 Table Fork 20.9cm

03 主餐刀 Table Knife 23.5cm

04 点心更 Dessert Spoon 18cm

05 点心叉 Dessert Fork 18cm

06 点心刀 Dessert Knife 21cm

07 茶更 Tea Spoon 15. 7cm

08 咖啡更 Coffee Spoon 13.5cm

09 摩卡更 Mocca Spoon 11cm

10 汤更 Soup Spoon 17.5cm

11 鱼叉 Fish Fork 19cm

12 鱼刀 Fish Knife 21cm

13 牛油刀 Butter Knife 17cm

14 蛋糕叉 Cake Fork 15cm

16 冰更 Iced Tea Spoon 21cm

17 牛排刀 Steak Knife 23.5cm

01 主餐更 Table Spoon 21 cm

02 主餐叉 Table Fork 21 cm

03 主餐刀 Table Knife 24cm 

04 点心更 Dessert Spoon 18cm 

 05 点心叉 Dessert Fork 18cm

06  点心刀 Dessert Knife 21cm

07 茶更 Tea Spoon 15.8cm

08 咖啡更 Coffee Spoon 13.5cm

09 摩卡更 Mocca Spoon 11 cm

10 汤更 Soup Spoon 18cm

11 鱼叉 Fish Fork 18cm

12 鱼刀 Fish Knife 20.5cm

13 牛油刀 Butter Knife 16.5cm

14 蛋糕叉 Cake Fork 15.3cm

17 牛排刀 Steak Knife 2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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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186
VIA

MO153
BANQUET

《起源》系列
优雅的曲线
精致的细节

独特的餐刀头部方形设计
无不体现设计师的严谨与用心

《宴会》系列
基本的扇形设计
扇形是东方传统美学的经典形状
古人用羽扇纶巾
来形容优雅从容的美好仪态

01 主餐更 Table Spoon 19.9cm

02 主餐叉 Table Fork 19.9cm

03 主餐刀 Table Knife 23cm

04 点心更 Dessert Spoon 18cm

05 点心叉 Dessert Fork 18cm

06 点心刀 Dessert Knife 21 cm

07 茶更 Tea Spoon 14cm

08 咖啡更 Coffee Spoon 12cm

09 摩卡更 Mocca Spoon 11 cm

10 汤更 Soup Spoon 18cm

01 主餐更 Table Spoon 20.5cm

02 主餐叉 Table Fork 20.5cm

03 主餐刀 Table Knife 23cm

04 点心更 Dessert Spoon 18cm

05 点心叉 Dessert Fork 18cm

06 点心刀 Dessert Knife 20.3cm

07 茶更 Tea Spoon 14cm

08 咖啡更 Coffee Spoon 12cm

09 摩卡更 Mocca Spoon 11 cm

10 汤更 Soup Spoon 19cm

13 牛油刀 Butter Knife 20cm

14 蛋糕叉 Cake Fork 14.5cm

17 牛排刀 Steak Knife 23.5cm

11 鱼叉 Fish Fork 18.9cm

12 鱼刀 Fish Knife 21cm

13 牛油刀 Butter Knife 17cm

14 蛋糕叉 Cake Fork 14.8cm

17 牛排刀 Steak Knife 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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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0237
Double Wall Bowl 小食碗＼冰块碗

18/10 stainless steel
Φ 17cm-h.15.2cm

M041604
Jam/ Honey Stand 果酱架

18/10 Stainless steel
h.20cm

M041102
Relish Dish 小食碗

18/10 stainless steel
18×18-h.14cm

M051306
Double Wall Ice Bucket 客房冰桶（双层）

18/10 stainless steel
0.8L

M049801
Oil & Vinegar Set 油醋瓶套装

18/10 不锈钢＋玻璃瓶
h.20cm

M110803
Petit-fours-stand 糕点架

18/10 stainless steel
Φ 15cm
h.11cm

M090411
Table Lamp 防风烛台

Φ10cm-h.21c m

Double-Wall-Tea-Pot-茶壶
M031501 1.2L

18/10 stainless steel

Tray,-oval-托盘（椭圆）
M11 OD-40 40×30.5-h.2cm

M110D-50 50×38-h.2cm
18/10 stainless steel

M128B-27
Dome Cover 菜盖（圆形）

18/10 stainless steel
Φ 27cm

Double-Wall-Coffee-Pot-咖啡壶
M031301 1.2L

18/10 stainless steel

Tray-托盘（长方形）
M111D-41 41×30×2cm

M 111 D-38 38×28×2cm
18/10 stainless steel

Salt-/Pepper-Mills-椒盐研磨器
M081002 原木色 Wood

M081001 红色 Red
Φ5cm-h.22cm

Pitcher-水壶
M031101 2.0L

18/10 stainless steel

Tray-托盘（正方形）
M112D-30 30×30×2cm
M112D-35 35×35×2cm

18/10 stainless steel

M113C-19-Coffee-Tray-托盘
M110501-M Coffee Cup 咖啡杯
M010705 Iced Tea Spoon 冰更

PM82008 水杯

M090302
Candle Holder 烛台

18/10 Stainless steel
h.20cm

M110726
3 Tier Server 糕点架（三层）

18/10 stainless steel
Φ15-21.5-25.Scm

h.2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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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8Y4
Chafing Dish, Round 4L 圆形餐炉

46×37.5×18cm

M08Y6
Chafing Dish,Round 6L 圆形餐炉

53×44×18.5cm

M08Y11
Soup Station 11 L 汤炉

46.5×43.5×28.5cm

M08F4
Chafing Dish GN 1 /2 4L 方形餐炉

46.5×30.5×18cm

M020109-Carving-Kife-肉刀（空心柄）
M020108-Carving-Fork-肉叉（空心柄）

18/10 stainless steel
L 33.8cm

M061017
Oliver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17cm

M061302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18cm

M061305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25cm

M061018
Ice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18.5cm

M08F6
Chafing Dish GN 2/3 6L 方形餐炉

46×39.8×17.5cm

M08F9
Chafing Dish GN1/1

9L 长方形餐炉
57. 5×46×18cm

2968-1
Pastry Tongs 夹子

18/1 O stainless steel
L :23cm

2968-2
Pastry Tongs 夹子

18/1 O stainless steel
L :23cm

2968-3
Pastry Tongs 夹子

18/1 D stainless steel
L :23cm

M061024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15cm

M061025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24cm

M061026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30.Scm

M061015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23.5cm

M060805
Spaghetti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28cm

M061014
Pastry Tongs 夹子

18/10 stainless steel
L :3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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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e Systems 专注于为酒店设计、制造和销售独特的技术解决方案。公司的宗旨在于结合科技前沿的
创新技术给客户带来直观便捷的用户体验。Kube Systems 的产品结合多设备充电、流式音频播放和感
知时间的便利性于一体。Kube Systems 是 Ramler 国际集团的下辖公司。Ramler 国际集团拥有超过
65 年的历史，其隽永经典而不失现代时尚的家具产品设计在酒店行业享有盛名。

关于 Kub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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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源于细节，价值来自创新设计
Tiger 品牌，意大利顶级设计师的创作灵感融合韩国精湛的细节工艺，成就您的非凡！

方形玻璃盖电磁布菲炉
KBC00081

规格：400×445×194mm

长方形陶瓷盆
KBC00082

规格：355×327×68mm

方形布菲炉架
KBC00029

规格：415×348×145mm

大号可叠布菲炉圆形
KBC00034

规格：515×520×460mm

大圆形玻璃盖电磁布菲炉
KBC00039

规格：427×490×205mm

大号圆形炉架
KBC00061

规格：350×440×140mm

大号圆形炉架
KBC00072 

规格：350×440×140mm

圆形陶瓷盆
KBC00050

规格：Φ388×60mm

镀铬长方形布菲炉
KBC00033

规格：660×480×4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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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炉架
KBC00083

规格：405×455×140mm

电磁炉
KBC00031

规格：355×355×65mm

圆形汤桶
KBC00035

规格：Φ389×53mm

长方形汤桶架
KBC00036

规格：534×333×56mm

电磁炉架
KBC00032

规格：483×343×51mm

加热器
KBC00030

规格：Φ120×270mm

汤桶
KBC00037
规格：5.5L

电加热板
KBC00038

规格：200×235×23mm

咖啡壶
KBC00042
规格：0.6L

三角保温壶
KBC00043
规格：1.5L

水果篮
KBC00040

规格：Φ330×620mm

欢乐菜单架
KBC00045

规格：54×64×180mm

镀铬汤炉
KBC00047

规格：380×365×505mm

单头果汁鼎
KBC00051

规格：430×230×560mm

牛奶鼎
KBC00052

规格：202×326×415mm

镀铬咖啡鼎
KBC00053

规格：366×330×710mm

甜点展示架
KBC00044

规格：410×410×50mm

单头麦片器
KBC00048

规格：230×200×550mm

调味组合
KBC00049

大理石盘
KBC00066

调味品架
KBC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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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面包篮
KBC00054

面包砧板架
KBC00055

托盘架
KBC00056
规格：180mm

冰盒盘
KBC00057

冰盒
KBC00058
规格：255×200×30mm

不锈钢盘
KBC00059
规格：526×325×18mm

盖子
KBC00060

多功能调味品架
KBC00069

陶瓷碗
KBC00077

规格：250mm

碗碟架
KBC00078

规格：250×90mm

碗碟架
KBC00071

规格：350×90mm

陶瓷碗
KBC00070

规格：350mm

汤炉
KBC00074

规格：180mm/4.2L

酱汁炉
KBC00076

不锈钢扩展腿
KBC00079

热食炉
KBC00075

规格：180mm

碗碟架
KBC00068

规格：250×1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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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诺 - 多功能组合展示系统
型号：19426-000

多米诺 - 多功能组合展示系统
型号：19427-000

多米诺 - 多功能组合展示系统
型号：19429

多米诺 - 多功能组合展示系统
型号：19433-000

保温灯加热切割操作台 
型号：11760-230

新长方形--斯马特--W-(G/N-玻璃盖 )-
型号：15706

Size: 581×435×210mm

长方形斯马特--W(G/N) 布菲炉底座
型号：11266

Size: 565×440×140mm

方形斯马特 W( 玻璃盖 )
型号：15700

Size: 410×440×180mm

斯码特 W方形 (2/3) 布菲炉底座
型号：11265

Size: 405×455×140mm

斯马特 W( 大 , 玻璃盖 )
型号：15701

Size: 440×490×195mm

斯码特 W圆大布菲炉底座
型号：11263

Size: 350×440×140mm

新款保温灯 -双头
型号：19447-230

Size : 344×474.8×761mm

新款切割台
型号：11763-000

Size: 768×592×125.5mm

斯玛特-W-汤炉--(10Ltr)
型号：16800

Size: 474×434×30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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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叠式（圆形）布菲炉
型号：17610

Size: 515×518×470mm

方形餐炉架
型号：11281-000

Size: 465×372×251mm

铝铸造方形不菲炉 - 黑色手把 - 红色圈 - 不锈钢内胆
型号：15900-RED 

Size: L460×W280×H206mm

斯码特 W圆中布菲炉底座
型号：11264

Size: 300×420×140mm

电磁炉底座（无线谣控型）
型号：11120-NEW

Size: 412×460×79mm

铝铸造圆形不菲炉 - 木色手把 - 黑色圈 - 不锈钢内胆
型号：15901-BL1 

Size: L449×W330×H209mm

铝铸造方形不菲炉 - 木色手把 - 黑色圈 - 不锈钢内胆
型号：15900-BL1 

Size: L460×W280×H206mm

方形餐炉-机械式合页（不锈钢颜色）
型号：15800-CHO

Size: 395×429.5×176.5mm

可叠式（方形）布菲炉
型号：17510

Size: 667×485×452mm

铝铸造圆形不菲炉 - 黑色手把 -- 红色圈 - 不锈钢内胆
型号：15901-RED 

Size: L449×W330×H209mm

弹性电加热板 (220V)
型号：11731-UGD

Rating: 230 V, 50 Hz, 400 W
Size: 110×180×123mm

T- 系列-圆形-电磁炉不菲炉 - 不锈钢圈
型号：15801-CHO

Size: 420×485×142mm

圆形餐炉架
型号：11282-000

Size: 423×499×24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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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定迷你型布菲炉
型号：12920-CHO

Size: 235×235×310mm

T- 系列-干果鼎 - 单头
型号：18430-000

Size: 160×216.8×632.8mm

干果，燕麦鼎（3口）
型号：18420

Size: 265×265×595mm

优利果汁鼎 ( 镀铬 )
型号：18610-CHO

Size: 285×285×590mm

牛奶鼎
型号：18710

Size: 325X200X430mm

优利咖啡桶-(3Gal, 镀铬 )
型号：16360-CHO

Size: 315×315×575mm

干果，燕麦鼎（单）
型号：18310

Size: 265×200×595mm

果汁鼎 (1.8GAL)
型号：18001

Size: 325×195×560mm

优利咖啡桶-(5Gal, 镀铬 )
型号：16370-CHO

Size: 320×320×690mm

干果，燕麦鼎（双）
型号：18410

Size: 215×310×595mm

--
型号：19403-NAT

Dimensioni: 344×223×490mm

干果，亚克力底座燕麦鼎（单）
型号：18913-IWS

Size: 220×210×610mm

优利方形 ( 镀铬 )- 热销款
型号：1271D-CHO

Size: 667×488×452mm

优利圓形 (大 , 镀铬 ))- 热销款
型号：1281D-CHO

Size: 515×497×468mm

固定式电加热板 (220V)
型号：11722

Rating: 230V, 50/60 Hz, 470W
Size: 200×235×37mm

可叠式布菲炉-餐车
型号：91101

Size: 980×695×1546mm

可叠餐车-PVC 车罩-
型号：91101-PVC

Size: 980×710×1400mm

型号：18710-NAT
Dimensioni: 335×192×460mm

Capacità: 5 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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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156

TRAVEL SLEEPER ™

2731049

403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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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369

97NNT1 

•

P i n n a c l e ™ 

1231099

•

97NNT2

•

StowAway™ 

  

97N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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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037

CELEBRITYTM

CB–00–XX–06

ThermaSoft™

CB–TL–WH–06

ThermaLux™

SNUGFRESH®6901037

E L I T E ™

155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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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VING A MORE
COMFORTABLE WORLD

LAS VEGA S | A TLANTIC CITY | ORLANDO | HONOL ULU

SINGAPORE | HONG K ONG | SHENZHEN | BREMENAN INTRODUCTION TO SOBEL WESTEX

Sobel Westex 是全球领先的布草和毛巾供应商，产
品已涵盖毛巾、餐布、床单、毛毯、枕头、浴袍等多个领域。
Sobel 产品真正的价值在于注重客户体验和服务，这
是 Sobel 数十年来与客户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关键
所在。

Sobel 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卓越的产品质量可追溯到
1981 年，这正是企业未来持续发展的源源动力。对高
档床品、布草设计的敏锐视觉及酒店行业发展潮流的
把握，是 Sobel Westex 引以为傲的优势所在。

关于 Sobel
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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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DESIGN
市场营销与设计

我们最先进的资源中心座落于拉斯维加斯，拥有行业内最具创新的设计和研
发实验室。Sobel 自豪于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设计方案，无论是个性
化的需求，还是产品开发建议，我们的团队将竭诚为您服务。我们正在为全
球一些知名酒店集团供应独一无二的产品设计。创新永无止境。

在 浴 室 地 毯 产 品，拥 有 先 进 的 防 滑
技 术 专 利。它 可 使 耐 滑 性 提 升 3 倍
以上，耐漂白剂，可用于商业洗涤。

我们的床罩产品采用先进的织物结
构 技 术 和 臭 虫 防 护 系 统，产 品 经 酶
学和免疫实验认证。

我们的专利技术可使毛巾类产品减
少断裂和张力超过 70%，因此延长
产品使用年限 20% 以上。

这 是 床 上 布 草 的 创 新 性 设 计，通 过
对 产 品 的 裁 边、着 色、修 饰，将 整 个
床 变 得 丰 富 和 生 动。重 新 布 色 不 能
用于 100% 涤纶，100% 纯棉或者涤
纶和棉混纺产品。

我们设计中心创造了行业内一些最具创新性的产品

ENDURE RUG MAT
高耐用浴室地毯

重新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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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上布草和毛巾 零售产品

个性化定制设计

新品上市

装饰型布草产品

床品重新布色

A-147A-146



床单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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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毛巾 枕芯和被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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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世界十大毛巾织物生产商之一

Sobel Westex拥有世界上十大毛巾织物生产
商之一，Indsutrias Cannon De Colombia 
S.A.。 我们无与伦比的能力在于，拥有强大生产
制造能力的同时，拥有行业领先的创新设计能
力和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我们的产能可满足
1,500,000间酒店房间。先进的轧机技术可使环

锭纺的纱线编织严格按照参数执行，确保洗涤
后的产品尺寸与订单要求一致。采用最先进的
dornier编织设备，成品不经初始洗涤，可直接
运用到客房。

目前我们已供应超过 200 万间客
房。

采 用 节 能 Dornier 喷 气 织 机，每
年节省至少 7% 的能源。很多产品
的 制 造 均 采 用 低 耗 能、耗 时 少 的
设备。

我们与全球 30 多家工厂建立合作关
系。可随时、随地满足客户任意产品
配送需求。

采用废热发电技术降低了 60% 的
天然气使用。

每 天 360,000 加 仑 工 业 用 水。
100% 的工业用水自给自足。

通过旋转式过滤系统并将固体废
物 转 售 给 纺 织 品 回 收 商，实 现
60% 的固体废物用于种植再生棉
花。

2,000,000

7% 60% 60%

30+ 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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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系列

款式：美式三边带
支持系统：抗干扰袋装独立筒弹簧床网
面料：甄选高密度亲肤针织提花面料
填充：进口高品质乳胶 + 立体透气波浪绵

美雅系列

款式：两边带
支持系统：抗干扰袋装独立筒弹簧床网
面料：精选针织呼吸面料
填充：立体透气波浪绵 + 吸汗树脂棉

梵星系列

甄选优质高密度针织阻燃面料，透气贴身。独立
筒弹簧结构，依据人体曲线提供贴身的承托感。
配以立体波浪棉，舒适的包裹感，散热透气。优质
乳胶，抑菌防螨，为身体提供整夜舒爽，让优质睡
眠延伸至床垫每个角落。

美欧系列

款式：欧式三边带
支持系统：抗干扰袋装独立筒弹簧床网
面料：优选高密度亲肤针织提花面料
填充：保暖亲肤羊毛棉 + 科技凝胶记忆棉

A-155A-154



GUEST ROOM
ACCESSORIES

LEATHER COLLECTIONS / 客房皮具 -----------------------B-158

RESIN COLLECTIONS / 树脂 ---------------------------------B-162

ACRYLICS / 亚克力 ---------------------------------------------B-176

UMBRELLAS / 雨伞 --------------------------------------------B-180

BATH MATS / 防滑垫 -------------------------------------------B-182

COMPACT MIRRORS / 美容镜 -------------------------------B-184

DISPENSERS / 皂液器 -----------------------------------------B-186

IRONS RACKS / 烫衣板 ---------------------------------------B-188

木箱底座

材质：稳固实木方料 + 木质床托
包边：云柔防撞裥棉包边
底座：稳固床脚 + 灵活万向轮

天使之梦系列

款式：美式四边带
支持系统：抗干扰袋装独立筒弹簧床网
面料：优选高密度亲肤针织提花面料
填充：进口高品质乳胶 + 柔软高密度海绵

金梦系列

低调雅致的外观设计，单面免翻设计，避免塌陷源
自“内芯”取胜。配以精选优质针织面料，质感顺滑、
亲肤柔软。高密度海绵镶边，赋予床沿稳固支撑力，
减少床沿滑落感。立体裥花透气结构、独立筒弹
簧床网，为您带来舒适悬浮睡感，高弹贴合体验。
让您的身心全然释放，全程沉醉于无中断熟睡的
安逸舒泰。

A-156



LEATHER 
COLLECTIONS
皮具

风香怡人系列
材质：麻布 + 油漆木 +PU 皮

双格茶叶盒 
155×70×60mm

便签本 
130×170mm 

方形垃圾桶 
240×240×300mm 
含铁烤漆内胆

长方形纸巾盒 
240×130×85mm

服务指南 
240×320mm

双层圆形垃圾桶 
225×270mm
 
遥控器座 
80×80×170mm

皮木结合丝印水墨画系列
材质：皮 + 木，丝印水墨画

服务指南 
320×240×45mm 

便签本 
130×170mm 

遥控器套 
240×105×45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30×70mm 

文具盒 
240×110×47mm 

首饰盒 
200×150×51mm 

托盘 
360×260×30mm 

鞋筐 
382×321×84mm 

名片架 
140×40×111mm 

资料架 
280×110×210mm

花纹镂空款系列
材质：PU 皮，工艺：丝印花纹镂空款 

服务指南 
240×320mm

便签本 
130×170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65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45mm

双格茶叶盒 
155×70×60mm

文具盒 
265×105×37mm

遥控器套 
105×240mm

托盘 
280×280×30mm

方形垃圾桶 
240×240×300mm

闹钟 
100×1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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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指南 
320×240mm 

便签本 
130×170mm 

方形垃圾桶 
220×220×280mm 

铁烤漆内胆 
 

遥控器套 
105×240mm 

收银本 
140×240mm 

双格茶叶盒 
160×70×70mm 

托盘 
400×280×40mm 

鞋筐 
400×300×80mm 

文具盒 
265×105×37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45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70mm 

全麻时代系列
材质：麻布拼PU皮

便签本 
195×145mm

冰桶 
140×150mm

服务指南 
320×240mm

酒水单夹 
205×115mm

垃圾桶（含内桶） 
上口：374×258mm，
下口：338×222mm，
高：274mm

茶叶盒 
150×70×55/35mm

文具盒 
265×105×37mm

鞋筐 
400×300×80mm

遥控器套 
270×125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65mm

资料架 
320×85mm

文化东方 -古典中式系列
材质：双色拼皮

便签本 
170×130mm 

冰桶 
140×150mm 

咖啡胶囊盒 
145×160×50/80mm 

服务指南 
240×320mm 

账单夹 
240×140mm 

托盘 
380×280×40mm 

文具盒 
265×105×30mm 

鞋筐 
400×300×80mm 

遥控器套 
240×105mm 

遥控器座 
80×80×100/170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7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45mm 

资料架 
240×95mm 

双层圆形垃圾桶 
225×270mm

文化东方 -花好月圆系列
浅米色和浅绿色镶五金

便签 + 遥控器座 
125×218×100/170mm 

冰桶 
140×150mm

咖啡胶囊盒 
145×160×50/80mm 

服务指南 
240×320mm

账单夹 
240×140mm 

双层圆形垃圾桶 
225×270mm 

托盘 
550×320×18mm

鞋筐 
400×300×80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7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45mm 

资料架 
320×85mm

喜来登 -田园风情系列
双色拼皮

B-161B-160



A

树脂
木制品

中纤板 + 高光漆

便签盒  
尺寸：160×120×27mm

茶叶盒  
尺寸：160×160×60mm

用品盒  
尺寸：290×176×80mm

浴盐盅  
尺寸：100×100×100mm

正方形纸巾盒  
尺寸：145×145×150mm

浴缸边小物品托盘  
尺寸：250×200×30mm

浴缸边小物品托盘  
尺寸：100×250×30mm

咖啡机托盘  
尺寸：400×200×50mm

文具盒  
尺寸：290×11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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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巾盒 
尺寸： 145×145×150mm

皂碟 
尺寸： 90×90×10+20mm  

毛巾托盘 
尺寸： 240×120×10+46mm

易耗品盒 
尺寸： 265×215×45+25+13mm  

浴室垃圾桶  
尺寸： （上）245×280mm，
 （底）200×230mm， 
 高 300mm

材质：树脂 + 金属

长纸巾盒  
材质：黑胡桃木 + 金属  
尺寸：252×137×77mm  
编码：800300101311  

遥控器座  
材质：黑胡桃木 + 金属  
尺寸：200×77×37mm  
编码：800300101312  

便签本  
材质：黑胡桃木 + 金属  
尺寸：177×208×20mm  
编码：800300101313  

客房垃圾桶  
材质：黑胡桃木 + 金属  
尺寸：280×245/230×200×H300mm  
编码：800300101314  

迷你吧单夹  
材质：咖啡色 PU+ 黑胡桃木 + 金屬  
尺寸：160×235mm  
编码：800100508351  

服务指南  
材质：咖啡色 PU+ 黑胡桃木 + 金屬  
尺寸：240×320×40mm  
编码：800100508352  

纸巾盒 
尺寸： 145×145×150+12mm

皂碟 
尺寸： 90×90×15+5mm
 
毛巾托盘 
尺寸： 240×140×22+6mm 

易耗品盒 
尺寸： 265×215×45+25+13mm 

浴室垃圾桶  
尺寸： （上）245×280mm， 
 （底）200×230mm，
 高 300mm 

材质：树脂 + 金属

长纸巾盒  
材质：漆木 + 金属  
尺寸：245×125×80mm  
编码：800300101307  

遥控器座  
材质：漆木 + 金属  
尺寸：200×77×37mm  
编码：800300101308  

便签本  
材质：漆木 + 金属  
尺寸：150×190×23mm  
编码：800300101309  

客房垃圾桶  
材质：漆木 + 金属  
尺寸：280×245/230×200×H300mm  
编码：800300101310  

服务指南  
材质：PU 仿皮  
尺寸：240×320×40mm  
编码：800100508349  

迷你吧单夹  
材质：PU 仿皮  
尺寸：160×235mm  
编码：80010050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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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 
200×200×260mm

纸巾盒 
130×130×135mm

用品盒 
150×250×70mm

茶盘 
400×300×50mm

乳液瓶 
70×70×185mm

浴盐罐 
85×85×95mm

茶叶盒 
160×80×85mm

用品盒 
270×200×85mm 

纸巾盒 
140×140×150mm 

杯垫 
203×120×15mm 

毛巾托盘 
148×130×30mm 

皂碟 
97×97×20mm 

茶叶盒 
160×90×85mm 

文具盒 
240×100×50mm 

托盘 
330×190×25mm 

垃圾桶 
直径 225× 高 270mm 

双格垃圾桶 
378×198×293mm 

正方形垃圾桶 
200×200×280mm 

杯垫 
200×120×12mm 

皂碟 
90×90×20mm 

浴盐盒 
90×90×105mm 

用品盒 
250×290×100mm 

长方形纸巾盒 
250×145×60mm 

托盘 
400×280×30mm 

遥控器盒 
210×160×50mm 

纸巾盒 
135×135×145mm 

鞋栏 
400×320×80mm 

用品盒 
279×212mm,267×212mm
高 360mm 

垃圾桶 
200×200×260mm 

托盘 
300×400×40mm 

纸巾盒 
130×130×160mm 

遥控器盒 
170×100×120mm 

便签夹 
160×190×15mm 

毛巾盘 
230×145×20mm 

浴盐罐 
90×90×65mm 

皂碟 
90×90×20mm 

DY-2002 黑色高光 + 銀鉑 DY-2005 亞光白色 + 水轉印

DY-2006 銀灰色高光 + 拉絲DY-2003  亞光米黃 + 水轉印

B-167B-166



茶具托盘 
400×300×50mm 

用品盒 
230×215×78mm 

垃圾桶 
220×220×280mm 

便签夹 
160×100×15mm 

毛巾托盘 
240×150×30/260mm 

茶叶盒 
160×100×85mm 

纸巾盒 
130×130×155mm 

皂碟 
100×80×25mm 

遥控器盒 
270×100×60mm 

毛巾托 
163×138×75mm 

用品盒 
底盒 278×210×79mm 
盖子 305×248××17mm 

托盘 
290×290×35mm 

纸巾盒 
130×130×145mm 

皂碟（大） 
120×120×30mm 

皂碟（小） 
90×90×30mm 

浴盐罐 
85×85×95mm 

毛巾盘 
150×130×30mm 

乳液瓶 
70×70×185mm 

首饰盒 
200×150×120mm 

用品盒 
250×250×135+25mm 

纸巾盒 
130×130×150mm 

托盘 
400×300×40mm 

咖啡胶囊盒 
225×155×85mm 

浴盐罐 
90×90×70mm 

皂碟 
80×80×15mm 

物品盒 
270×205×95mm 

毛巾盘 
230×150×25mm 

圆形托盘 
280×280×30mm 

圆形纸巾盒 
140×140×160mm 

花瓶 
50×30×180mm 

棉签盒 ( 牙签盒 ) 
80×80×100mm 

乳液瓶 
80×100×115mm 

圆形皂碟 
100×100×30mm 

浴盐盒 
100×65×90mm 

DY-2007 綠色高光 + 金色 DY-2015 黑色高光 + 金色

DY-2014 三色拼圖高光 DY-2018 亞光白色 + 手繪木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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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80mm 

杯托 
100×200×15mm 

皂碟 
100×90×2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70mm 

用品盒 
220×260×90mm 

垃圾桶 
240×175×315mm 

遥控器座 
80×80×170mm 

双格茶叶盒 
160×80×90mm 

托盘 
380×300×40mm 

鞋篮 
400×300×60mm 

毛巾托 
163×138×75mm 

浴盐盒 
83×83×77mm 

便签盒 
160×190×20mm 

鞋篮 
400×300×80mm 

托盘 
400×300×40mm 

杯托 
190×95×10mm 

皂碟 
100×90×2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50mm 

冰桶 
135×160mm 

垃圾桶 
200×260mm 

用品盒 
260×215×70mm 

DY-2039 亞光橙色 + 絲印 + 金邊

DY-2044  玫瑰金 + 燭光銀 + 絲印

肥皂碟 
AF190007-03

浴盐罐 
AF190008-03

双格棉签罐 
AF190009-03

乳液瓶 
AF190010-03

托盘 
AF190011-03

纸巾盒 
AF190012-03

肥皂碟 
AF190018-01

口杯 
AF190019-01

棉签罐 
AF190020-01

乳液瓶 
AF190021-01

托盘 
AF190022-01

垃圾桶 
AF190023-01

纸巾盒 
AF190024-01

古堡灰系列

白色抛光 + 水曲柳本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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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碟 
AF190001-01

马桶刷座 
AF190002-01

乳液瓶 
AF190003-01

罐子 
AF190004-01

垃圾桶 
AF190005-01

托盘 
AF190006-01

垃圾桶 
AF190177-01

纸巾盒 
AF190178-01

乳液瓶 
AF190179-01

杯子 
AF190180-01

托盘 
AF190181-01

浴盐罐 
AF190182-01

肥皂碟 
AF190183-01

芭蕉叶系列

仿水曲柳本色木纹系列

金属 + 棉签罐 
AF180009-2

金属 + 托盘 
AF180010-2

树脂 + 金属杯子 
AF180011-2

树脂 + 金属乳液瓶 
AF180012-2

树脂 + 金属纸巾盒 
AF180013-2

树脂 + 金属垃圾桶 
AF180014-2

金属 + 棉签罐 

金属 + 托盘 

树脂 + 金属杯子 

树脂 + 金属乳液瓶 

树脂 + 金属纸巾盒 

树脂 + 金属垃圾桶 

树脂 + 金属肥皂碟 

灰色水泥 + 金属系列

白色大理石 + 金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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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金属漆 + 棉签灌 

蓝色金属漆 + 托盘 

蓝色金属漆 + 杯子 

蓝色金属漆 + 纸巾盒 

蓝色金属漆 + 垃圾桶 

蓝色金属漆 + 肥皂碟 

棉签灌 

托盘 

杯子 

树脂 + 金属乳液瓶 

纸巾盒 

垃圾桶 

肥皂碟 

肥皂碟 

乳液瓶 

罐子 

垃圾桶 

托盘 

蓝色金属漆系列

橘色 + 金属系列

白色沙芭蕉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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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盒
160×80×55mm  
 
杯垫
205×105×15mm  

長方形纸巾盒
240×125×65mm 

耗品盒
260×220×80mm  

乳液瓶
70×70×12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30mm 

皂碟
90×90×15mm  

花瓶
55×55×180mm 

托盘
220×320×30mm

芝麻开花系列

托盘
210×320×30mm 

毛巾托
220×150mm 

浴盐盅
80×80×80mm 
 
长方形纸巾盒
250×130×65mm 
 
乳液瓶
80×48×100mm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30mm  

用易耗品盒
270×240×76mm  

杯垫
200×100mm

流金岁月系列

ACRYLICS
亚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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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垫
200×100×10mm 

茶叶盒
160×82×50mm 

正方形纸巾盒
1130×130×132mm  

易耗品盒
210×270×85mm  

花瓶
50×50×180mm  
 
乳液瓶
55×55×120mm  

托盘
350×250×25mm  

浴盐盅
70×70×75mm  

皂碟
90×90×10mm  

长方形纸巾盒
240×125×65mm 

威斯汀-金边系列

耗品盒 A- 
规格：162×250×65mm  
编号：800100401657 

耗品盒 B- 
规格：242×160×65mm  
编号：800100401662 

遥控器便签板座- 
规格：156×196×75mm  
编号：800100401660 

毛巾托- 
规格：120×105×40mm  
编号：800100401661 

托盘 + 茶包盒- 
规格：210×405×76mm  
编号：800100401658

纸巾盒- 
规格：120×120×130mm  
编号：800100401659 

正方形纸巾盒
130×130×130mm 

易耗品盒
290×210×65mm 

正方纸巾盒
130×130×145mm 

托盘
330×220×30mm  

长方形纸巾盒
250×130×65mm  

皂碟
100×100×10mm  

耗品托盘
223×340×60mm  

双格茶叶盒
180×85×50mm  

毛巾托
210×150×5mm  竹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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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寸 8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纤维中棒塑胶
珠尾 塑胶弯柄

27 寸 16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纤维中棒 铁珠
尾 木质弯柄

23 寸 10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纤维中棒塑胶珠
尾 塑胶弯柄

27 寸 8K 
190T 碰起布 双层伞布  纤维骨架 纤维中
棒 塑胶珠尾 EVE 手柄

23 寸 8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纤维中棒铁珠尾 
EVE 手柄

27 寸 16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铁中棒  铁珠尾 塑
胶直柄

27 寸 16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铁中棒  铁珠尾 包
皮手柄

27 寸 16K- 
190T 碰起布  纤维骨架 铁中棒  铁珠尾 橡胶
手柄

23 寸 12K- 
190T 碰起布 自动开收  钢骨架 铁中棒  铁珠尾 塑
胶柄

23 寸 10K 
190T 碰起布 自动开收  钢骨架 铁中棒  铁
珠尾 塑胶柄

UMBRELLAS
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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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 MATS 
防滑垫

GHDY-0001 
规格：36×57cm 金鱼纹
米白

GHDY-0154 
规格：40×70cm 水立方
蓝色

GHDY-0082- 
规格：35×55cm 脚型按摩
粉色

GHDY-XJ0181

GHDYF-0128 
规格：40×70cm 刺泡垫
粉色

GHDY-PV0028 
规格：40×70cm 泡泡
蓝色

GHDY-0036 
规格：36×57cm 方格
米白

GHDY-TP002

GHDY-0129 
规格：40×70cm 石头脚丫
蓝色

GHDY-PV003A 
规格：39×69cm 石头
蓝色

GHDYF-0153 
规格：40×70cm 大海浪
蓝色

GHDY-TR001 
规格：39×60cm/38×88cm 格子纹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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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00626
千丽镜业 QL-1226  
规格：6"

ALT00632
千丽镜业 QL-5209

ALT00621-
千丽镜业 QL-1238
规格：8"

ALT00622
千丽镜业 QL-1056  
规格：6"

ALT00631-
千丽镜业 QL-5229

ALT00624-
千丽镜业 QL-1218  
规格：8"

ALT00634-
千丽镜业 QL-5019LED

ALT00620
千丽镜业 QL-1088
规格：8"

ALT00628
千丽镜业 QL-1088
颜色：青古

ALT00629
千丽镜业 QL-1058
颜色：红古

ALT00633-
千丽镜业 QL-5209 超薄

ALT00625
千丽镜业 QL-1208  
规格：8"

ALT901462
爱浦 P11030228-00
规格：56×36.5×42mm

ALT00627
千丽镜业 QL-728 台式

ALT01463
爱浦 P09-0421
规格：54×39×43.5mm
颜色：金属色

ALT00635-
千丽镜业 QL-5109 LED 台式

COMPACT  
MIRRORS
美容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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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皂液器
型号：CD-5108A/CD-5108C
尺寸：145×140×280mm
容量：1000ml
颜色：白色 / 金属银色

桌面式感应皂液器
型号：CD-5108A-H/CD-5108C-H/CD-5108D-H
尺寸：135×126×445mm
容量：1000ml
颜色：白色 / 星空灰 / 香槟金

双头手动皂液器
型号：CD-2049A/CD-2049C/CD-2049D
尺寸：134×78×221.6mm
容量：300ml×2
颜色：白色 / 星空灰 / 香槟金
功能：滴液

感应皂液器
型号：CD-5088A/CD-5088C/CD-5088D
尺寸：138×103×298mm
容量：1000ml
颜色：白色 / 星空灰 / 香槟金

单头手动皂液器
型号：CD-1013A/CD-1013B/CD-1013D
尺寸：62×53×198mm
容量：300ml
颜色：白色 / 银色 / 香槟金
功能：滴液

单头手动皂液器
型号：CD-1688A/CD-1688B/CD-1688D
尺寸：117×117×245mm
容量：1000ml
颜色：白色 / 星空灰 / 香槟金

三头手动皂液器
型号：CD-3013A/CD-3013B/CD-3013D
尺寸：198×53×198mm
容量：300ml×3
颜色：白色 / 银色 / 香槟金

立式移动感应消毒机
型号：CD-5018A-Y
支架可调节 60CM-120CM
容量：1000ml
颜色：白色

DISPENSER
皂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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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3612HT-22/28/32-銀色
面板规格：92X31CM
打开规格：112X31X80CM

PT3813HT-25/32/35-黑色
面板尺寸：97X33CM
打开規格：117X33X82CM

PT3613HT-22/28/32-黑色
面板尺寸：92X33CM
打開尺寸：112X33X80CM

烫衣板

SAFE DEPOSIT BOXES / 保险柜-----------------------------C-190

DIGITAL BATH ROOM SCALES  / 电子秤-------------------C-192

MINI REFRIGERATORS  / 冰箱-------------------------------C-194

ELECTRIC KETTLES / 电热水壶-----------------------------C-198

TELEPHONES & COMMUNICATIONS / 电话机------------C-200

HAIRDRYERS / 电吹风-----------------------------------------C-202

IRON / 电烫斗-----------------------------------------------------C-204

FLASHLIGHTS / 手电筒----------------------------------------C-204

AUDIO PLAYER / 播放器---------------------------------------C-206

客房电器

GUEST ROOM
ELECTRIC 

APPLIANCE

B-188



K-JG001 
尺寸：420×380×200mm

K-BE200-
尺寸：420×380×200mm

K-BE800 
尺寸：420×380×200mm

K-FGM600 
尺寸：400×350×145mm

K-BE100 
尺寸：420×380×200mm

K-FG001- 
尺寸：400×350×145mm

E1931B 
尺寸：475W×195H×416D

EX2036BDT 
尺寸：430W×350D×200H

EX2058BDT 
尺寸：430W×200H×350D

E1338BDT 
尺寸：400W×350D×126H

ESU1500B( 单气压杆） 
尺寸：400W×350D×150H

E1836BDT5( 单气压杆） 
尺寸：400W×350D×180H

EU1800B2 
尺寸：400W×350D×180H

EX2038BDT 
尺寸：430W×200H×350D

SAFE DEPOSIT 
BOXES
保险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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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BATH ROOM  
SCALES 
电子秤

9918VI 
尺寸：304×304×25mm

9918SV 
尺寸：304×304×25mm

9919SV 
尺寸：300×300×23.5mm

9919VI 
尺寸：300×300×23.5mm

9921SV 
尺寸：260×260×22mm

8709BL 
尺寸：350×460×140mm

8640-SI 
尺寸：353×68mm

S-1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子秤 

尺寸：290×290×30 mm

乐心体脂秤-A20
尺寸：300×300×21.5mm

乐心体脂秤-A1-F
尺寸：290×270×25mm

乐心体脂秤-S11
尺寸：448×423×279mm

9642SV- 
尺寸：313×283×27.5mm

9639SV- 
尺寸：300×300×23.5mm

乐心体脂秤-S7
外寸：448×423×279mm

乐心体脂秤-S12
尺寸：300×300×25mm

9637SV 
尺寸：325×325×23.5mm

9593SV 
尺寸：320×320×22mm

乐心体脂秤-A30
尺寸：300×300×24.5mm

8818VI 
尺寸：320×320×21mm

9878SV 
尺寸：300×300×22mm

乐心体脂秤-NANA-1
尺寸：448×423×279mm

乐心体脂秤-A6
尺寸：300×300×21.5mm

8882VI 
尺寸：308×308×20mm+E14:E16

8818SV 
尺寸：320×320×2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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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REFRIGERATORS 
冰箱

M-30A
规格：400×420×480

M-40T
规格：400×440×555

M-40A
规格：400×440×555

M-30T
规格：400×420×480

XC-40AA 
豪华发泡门客房冰箱 
尺寸：L440×W400×H550

XC-40BA 
豪华玻璃门客房冰箱 
尺寸：L435×W400×H550

XC-40AB 
普通发泡门客房冰箱 
尺寸：L440×W400×H550

XC-30AB 
普通发泡门客房冰箱 
尺寸：L420×W400×H480

XC-30BA 
豪华玻璃门客房冰箱 
尺寸：L415×W400×H480

XC-25AB 
普通发泡门客房冰箱 
尺寸：L380×W400×H480

XC-30BB 
普通玻璃门客房冰箱 
尺寸：L415×W400×H480

XC-25BB 
普通玻璃门客房冰箱 
尺寸：L375×W400×H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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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30 发泡门 
尺寸：522×384×410mm 

ML-30 玻璃门 
尺寸：522×384×420mm

ML-40 发泡门 
尺寸：554×401×446mm

ML-40 玻璃门 
尺寸：554×401×456mm

RH-430LD 
尺寸：522×384×410mm

RH-430LG 
尺寸：522×384×420mm

RH-440LD 
尺寸：554×401×446mm

RH-440LG 
尺寸：554×401×456mm

DM50NTE-F 
抽屉式客房冰箱 
尺寸：418×550×48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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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KETTLES 
电热水壶

9501M 
抛光钢身 / 胶盖 / 三重保护 / 快速

电水壶 (1.0 升 /2000W)

9531MT 
磨砂钢身 / 钢盖 / 三重保护 / 快速

电水壶（1.0 升 /2000W）

9541 
双层胶身 / 平板胶盖 / 三重保护 /

快速电水壶（1.2 升 /2000W）

9501M( 全黑 ) 
抛光钢身 / 胶盖 / 三重保护 / 快速

电水壶 (1.0 升 /2000W)

9531MTb 
抛光钢身 / 钢盖 / 三重保护 / 快速

电水壶（1.0 升 /2000W）

9531MTF 
斜顶不锈钢电水壶（1.0 升

/2200W)

K-1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水壶

额定功率：1500W
容量：0.8L

尺寸：176×142×192 mm

K-2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水壶

额定功率：1500W
容量：1.2L

尺寸：211×164×1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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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S & 
COMMUNICATIONS
电话机

M100
单线有绳话机

Y-88(PVC)
有绳电话机

8 颗可编程“一键通”按键，免提配置。
PVC 面板，可定制酒店面板。

Y-88(USB)
有绳电话机

8 颗可编程“一键通”按键，免提配置。
亚克力面板，可定制酒店面板。

带 USB 充电口。

Y-88( 亚克力 )
有绳电话机

8 颗可编程“一键通”按键，免提配置。
亚克力面板，可定制酒店面板。

Y-88(USB+Line)
有绳电话机

8 颗可编程“一键通”按键，免提配置。
亚克力面板，可定制酒店面板。

带 USB 充电口，带一拖三充电线。

3300MWD
单线有绳话机

LP550
单线来显免提办公电话机

E100
单线有绳话机

9700MWD
单线有绳话机

800-10S
单线有绳话机

205T-CN
单线浴室电话机

9600MWD
无绳话机

3500MWD
单线有绳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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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RDRYERS 
电吹风

5436C 
双冷风 / 两档吹发器 (1600W)

5436C 
( 黑色 / 螺旋线 ) 
双冷风 / 两档吹发器 (1600W)

5516FM 
冷风 / 按压式 / 三档吹发器
(1600W)

5579FDCI 
( 香槟金色 ) 
折叠手柄 / 负离子 / 两档风速 / 九
档执力 / 独立冷风 
2000W

5436FCI 
折叠式 / 双冷风 / 负离子 / 两档吹
发器 (1600W)

5436FCI 
( 黑色 / 螺旋线 ) 
折叠式 / 双冷风 / 负离子 / 两档吹
发器 (1600W)

5579FDCI 
( 黑色 / 螺旋线 ) 
折叠手柄 / 负离子 / 两档风速 / 九
档执力 / 独立冷风 
2000W

HD-2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吹风
额定功率：2000W

HD-1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吹风
额定功率：12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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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熨斗
额定功率：220V-1600W
外形尺寸：258×107×132 mm

IH-100
Cetis 美爵信达 电熨斗挂架（含挂钩）
外形尺寸：270×116×65mm

FL-100
Cetis 美爵信达 手电筒
电池容量：2500mAh
尺寸：46×46×182 mm

PA-100
Cetis 美爵信达 手电筒充电底座
与 FL-100 配套使用（每个楼层配 3-5 个）

FLASHLIGHTS
手电筒

S 
电烫斗

VSD-01
手电筒

VSD-01NS
手电筒

VSD-15B
手电筒

VSD-02NW
手电筒

VSD-02NR
手电筒

VSD-06R
手电筒

VSD-02NB
手电筒

VSD-06B
手电筒

VSD-02NS
手电筒

VSD-01-CD
手电筒套装

VSD-01NS-CD
手电筒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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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9-qi
原木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 : 221×140×68mm

HC12pro
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128×129×107mm

D1
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118×118×130mm

HC1pro
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 : 101×90×66mm

HS1-WC
无线充电蓝牙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 : 138×138×114mm

HC2pro
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 : 101×90×66mm

S1-UC
蓝牙充电闹钟音箱
产品尺寸 : 138×138×69mm

樱桃木灰褐色蓝牙音箱 
型号：M3BT 
规格：21.4×11.2cm

黑木银色蓝牙音箱 
型号：M1BT 
规格：21.4×11.2cm

胡桃木米色蓝牙音箱 
型号：M3BT 
规格：21.4×11.2cm

胡桃木米色蓝牙音箱 
型号：M1BT 
规格：21.4×11.2cm

F 
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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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BOARDS & SIGNS / 指示牌 ---------------------D-200

LUGGAGE CARTS / 行李车 -----------------------------------D-200

HOTEL RAILING STANDS / 栏杆座 -------------------------D-200

ASHTRAYS / 烟灰桶 --------------------------------------------D-200

OUTDOOR TRASH BINS / 户外垃圾桶 ----------------------D-200

HOUSEKEEPING CARTS / 服务车---------------------------D-200

PODIUMS / 演讲台 ----------------------------------------------D-200

UMBRELLA STANDS / 雨伞架 -------------------------------D-200

LUGGAGE STANDS / 行李架 ---------------------------------D-200

GARMENT & HAT STANDS / 衣帽架 ------------------------D-200

BEVERAGE CARTS / 酒水车 ---------------------------------D-200

SIGNAGE & EQUIPMENTS / 标牌类 ------------------------D-200

OTHERS / 其他 --------------------------------------------------D-200

LOBBY 
SUPPLIES &  

EQUIPMENTS
大堂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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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堂行李车 
型号：HM7503B 
规格：1140×670×1900 

大堂行李车 
型号：HM7509 
规格：1140×670×1900 

散客箱包车 
型号：HM7506A 
规格：1140×670×970 

立式指示牌 
型号：HM7010C 
规格：740×500×1550 

立式指示牌 
型号：HM7009B 
规格：460×380×1350 

美式指示牌 
型号：HM7012 
规格：700×515×1540 

团队行李车 
型号：HM7518 
规格：1200×650×1830 

散客箱包车 
型号：HM7519 
规格：1200×650×970 

手推行李车 
型号：HM7502G-03 
规格：500×400×1200 

斜面指示牌 
型号：HM7053 
规格：810×620×1390 

斜面指示牌 
型号：HM7052 
规格：700×500×1350 

折叠式警示牌 
型号：HM7017F 
规格：590×380×570 

行李车 
型号：HM7504 
规格：1140×670×1900 

残疾人车  
型号：HM7545 
规格：900×550×900 

行李网 
型号：HM72W1 
规格：4×4 ㎡ 

折叠式警示牌 
型号：HM7017A 
规格：240×300×600 

停车牌   
型号：HM7017 
规格：580×475×590 

L 型警示牌 
型号：HM7017L 
规格：250×24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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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式警示牌 
型号：HM7017H 
规格：300×280×600 

栏杆座 
型号：HM7105 
规格：320×1030 

栏杆座 
型号：HM7108A 
规格：360×1070 

插牌 
型号：HM7100LG-P4 
规格：425×305 

插牌 
型号：HM7100LG-P3 
规格：220×305 

日式报纸架 
型号：HM7237 
规格：635×500×925 

栏杆座 
型号：HM7108B 
规格：360×1070 

栏杆座 
型号：HM7109 
规格：300×1000 

栏杆座 
型号：HM7100LG-E3 
规格：320×1000 

大号宣传册架 
型号：HM7203 
规格：470×200×365 

黑金报纸架 
型号：HM7238 
规格：650×400×900 

带锁雨伞箱 
型号：HM7209 
规格：760×500×1000 

寻人牌  
型号：HM7016 
规格：380×250×630 

寻人牌 
型号：HM7016A 
规格：400×280×580 

U 型底伸缩栏杆座 
型号：HM7100LG-U 
规格：360×900 

圆管雨伞架 36 头 
型号：HM7208 
规格：1070×500×900 

方管雨伞架 36 头 
型号：HM7208A 
规格：1070×480×860 

插孔式雨伞架 
型号：HM7235 
规格：825×4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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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头自动雨伞机 
型号：HM7223A 
规格：490×390×760 

同向双头自动雨伞袋机 
型号：HM7210 
规格：410×260×800 

豪华大堂垃圾桶 
型号：HM94328B 
规格：450×450×92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15 
规格：250×250×650 

立体古铜烟灰桶 
型号：HM9438 
规格：280×280×780 

新概念烟灰桶   
型号：HM9478C 
规格：320×300×810 

豪华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03B 
规格：320×320×760 

海棠烟灰桶 
型号：HM9402B 
规格：230×270×75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315A 
规格：300×300×740 

新概念烟灰桶 
型号：HM9478A 
规格：280×220×77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321 
规格：240×240×81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325 
规格：250×68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313 
规格：280×280×730 

豪华大堂烟灰桶 
型号：HM9409A 
规格：440×380×760 

商务垃圾桶 
型号：HM9439 
规格：380×800

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85H 
规格：300×700 

菊花格座地烟灰桶   
型号：HM9430 
规格：250×610 

港式垃圾桶 
型号：HM94110C 
规格：3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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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灰柱 
型号：HM94129A 
规格：225×1100 

烟灰柱 
型号：HM94129B 
规格：225×1100 

烟灰柱 
型号：HM94129D 
规格：300×1170mm 

三分类环境桶 
型号：HM9039A 
规格：255×308 

脚踏垃圾桶 
型号：HM9039B 
规格：240×310×365 / 5L+5L

分类客房桶 
型号：HM94175 
规格：300×240×280 

翻盖垃圾桶 
型号：HM9486A 
规格：305×305×605 

分类户外垃圾桶 
型号：HM94198C 
规格：1030×420×1000 

商务分类垃圾桶 
型号：HM94212 
规格：1200×300×910 

脚踏垃圾桶 
型号：HM8236 
规格：363×305×454 / 20L

摇盖垃圾桶 
型号：HM9036C 
规格：270×194×335 / 10L 

锥形摇盖房间桶 
型号：HM9033A 
规格：230×320 

室内分类垃圾箱 
型号：HM94202 
规格：750×350×810 

脚踏垃圾桶 
型号：HM8236B 
规格：363×305×454 / 10L+10L

分类垃圾桶 
型号：HM9036B 
规格：420×255×630 / 20L+20L

腰形摇盖客房桶 
型号：HM9404T 
规格：200×260 

圆形双层垃圾桶 
型号：HM9445 
规格：225×270

房间垃圾桶 
型号：HM9421 
规格：24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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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豪华落地衣架 
型号：HM7216C 
规格：470×150×1240 

客房豪华落地衣架 
型号：HM7215A 
规格：460×280×1200 

客房豪华落地衣架 
型号：HM7214 
规格：480×320×1290 

行李架 
型号：HM7243 
规格：650×600×600 

行李架 
型号：HM7246A 
规格：500×400×670 

行李架 
型号：HM7248 
规格：600×445×670 

方形毛巾框 
型号：HM7315A 
规格：340×340×350 

长方锥形毛巾框 
型号：HM7317 
规格：440×350×350 

圆锥形毛巾框 
型号：HM7318 
规格：350×350 

折叠式婴儿床 
型号：HM74026A 
规格：1110×630×930 

折叠式婴儿床 
型号：HM74026B 
规格：1110×630×930 

豪华弹簧折叠床 
型号：HM74001 
规格：1950×900×500 

豪华套房衣架 
型号：HM7232 
规格：460×350×1150 

豪华套房衣架 
型号：HM7231 
规格：460×350×1210 

行李架 
型号：HM7242 
规格：550×430×550

豪华直立折叠床 
型号：HM740024 
规格：2020×1020×600 

豪华折叠床 
型号：HM74005A 
规格：1950×950×400 

豪华客户服务车 
型号：HM7311B 
规格：1260×53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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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服务车 
型号：HM7385 
规格：1480×460×1140 

客房服务车 
型号：HM7308A 
规格：1480×460×1140 

单边客房服务车 
型号：HM7337 
规格：930×460×1110 

送衣车 
型号：HM7224 
规格：1220×545×1700 

折叠豪华客房送餐车  
型号：HM7678B 
规格：1070×910×745 

折叠豪华客房送餐车  
型号：HM7678A 
规格：1070×910×745 

三格分类布草车 
型号：HM7312 
规格：990×620×915 

锥形布草车 
型号：HM7340F 
规格：1000×700×900 

送衣车 
型号：HM7224F 
规格：880×630×1820 

电热保温箱 
型号：HM7649B-1 
规格：445×360×515 

电热保温箱 
型号：HM7649B-2 
规格：380×370×480 

HM7649B-3 
型号：HM7649B-3 
规格：380×370×480 

送衣车 
型号：HM7224H 
规格：1330×730×1730 

送衣车 
型号：HM7224B 
规格：1170×550×1900 

挂衣架   
型号：HM7217A 
规格：1220×560×1700

保温箱存放车 
型号：HM7678E 
规格：870×440×1600 

电磁炉煮餐车 
型号：HM7655 
规格：1000×530×890 

豪华三层服务车 
型号：HM7655B 
规格：1000×53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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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服务车 
型号：HM7613C 
规格：980×500×830 

两层服务车 
型号：HM7672B 
规格：790×510×915 

双头暖碟车 
型号：HM7662 
规格：1190×595×955 

实木儿童椅 
型号：HM7428A 
规格：500×480×850 

托盘架 
型号：HM7230D 
规格：580×400×840 

托盘架 
型号：HM7230 
规格：600×505×800 

行李架 
型号：HM7213B 
规格：680×405×715 

玻璃转盘运输车 
型号：HM7624A 
规格：1300×660×1620 

长台运输车 
型号：HM7671 
规格：2000×750×900 

宴会桌运输车 
型号：HM7669 
规格：2000×750×1200 

摇盖烟灰桶 
型号：HM9413C 
规格：240×240×620

塑胶布草车 
型号：HM7342 
规格：1100×800×880

抽奖箱 
型号：HM7225 
规格：810×400×860

手推平板车   
型号：HM7510 
规格：900×600×900 

折叠式手推平板车 
型号：HM7510B 
规格：900×600×900 

托盘送餐车 
型号：HM7698 
规格：685×490×1700

立式指示牌 
型号：HM7005 
规格：470×280×1660

演讲台 （带 LED 灯） 
型号：HM7411A 
规格：600×550×1250

演讲台 
型号：HM7426A 
规格：600×500×1200

栏杆座 
型号：HM7109A 
规格：300×30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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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双分类环境桶 
型号：SF25-F02F 

材质：砂银钢 
规格：320×265×615

防雨环境桶 
型号：SG40-F01 

材质：砂银钢 
规格：400×265×925

电梯垃圾桶 
型号：GPX-25A 
材质：砂银钢 

规格：260×260×840

座地烟灰桶 
型号：GPX-5G 
材质：砂银钢 

规格：390×258×808

座地垃圾桶 
型号：GPX-7TC 

材质：黑金 
规格：300×300×865

分类环境桶 
型号：SF6-X6 

材质：黑金 
规格：340×235×335

方形双分类脚踏桶 
型号：SJ12-F01F 

材质：黑金 
规格：277×293×395

单头雨伞机 
型号：J-23F 
材质：黑金 

规格：325×270×880

方形双分类房间桶 
型号：SF10-F01F 

材质：砂银钢 
规格：253×205×360

感应触摸式垃圾桶 
型号：SZN-F25T 

材质：砂银钢 
规格：320×315×715

环境桶 
型号：GPX-30G 

材质：砂银钢 
规格：265×212×687

方形茶渣桶 
型号：GPX-131G 

材质：玫瑰金 
规格：235×210×365

座地垃圾桶 
型号：GPX-7TB 

材质：砂钢 
规格：300×300×865

方形双分类脚踏桶 
型号：SJ30-F01F 

材质：砂银钢 
规格：320×330×700

方形脚踏桶 
型号：SJ23-F03 

材质：砂银钢 
规格：262×328×689

双头雨伞机 
型号：J-23E 
材质：砂钢 

规格：590×270×880

圆形双分类房间桶 
型号：SF8-Y01F 

材质：砂银钢 
规格：232×339

港式广场垃圾桶 
型号：GPX-110S 

材质：砂钢 
规格：420×820

座地烟灰桶 
型号：GPX-30F  

材质：黑金 
规格：320×260×700

锥形房间桶 
型号：GPX-3G 
材质：砂银钢 

规格：230×328

座地垃圾桶 
型号：GPX-7TA 
材质：玫瑰金 

规格：300×300×865

方形双分类脚踏桶 
型号：SJ20-F01F 

材质：砂银钢 
规格：320×330×478

摇摆盖环境桶 
型号：SF12-F03 

材质：砂银钢 
规格：266×212×354

锥形摇摆盖房间桶 
型号：GPX-205B 

材质：砂银钢 
规格：23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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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分类桶 
型号：SZN-218 

材质：砂钢 
规格：590×340×795

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222 

材质：砂钢 
规格：1000×403×800

环保垃圾桶 
型号：GPX-9H1 
材质：铁烤漆 

规格：320×320×803

感应垃圾桶 
型号：SZN-F15T 

材质：砂钢 
规格：320×315×500

分类环保垃圾桶 
型号：GPX-225A 

材质：砂钢 
规格：420×400×900

防雨双分类环境桶 
型号：SG40-F01F 

材质：砂钢 
规格：400×265×925

感应垃圾桶 
型号：SZN-F25 

材质：黑金 
规格：320×265×710

分类座地垃圾桶 
型号：GPX-5GF 

材质：黑金 
规格：390×258×808

座地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9F 
材质：砂银钢 

规格：625×330×765

分类环保垃圾桶 
型号：GPX-153V 

材质：砂钢镀黑金配玫瑰金 
规格：830×370×930

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218B 

材质：砂纹钢 
规格：580×280×760

分类环保垃圾桶 
型号：GPX-153W 

材质：砂钢 
规格：760×320×820

四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218E4 

材质：砂钢 
规格：890×340×777

座地烟灰桶 
型号：GPX-218H 02 

材质：砂银钢 
规格：641×290×690

三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218X3 

材质：黑金 
规格：936×317×773

分类垃圾桶 
型号：GPX-218D 

材质：黑色 
规格：580×280×760

环保垃圾桶 
型号：GPX-9H2 

材质：铁烤漆 
规格：320×320×803

感应分类垃圾桶 
型号：SZN-218 

材质：黑金 
规格：590×34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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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豪 - 拼装式刮沙汲水垫
毯面纤维：尼龙 6.6 纤维 / 特种丙纶硬丝
模块规格：21cm x 21cm
实用规格：20cm x 20cm

首维 - 拼装式刮砂隔离防滑垫
模块尺寸：20cm x 20cm 
实用尺寸：19.25cm x 19.25cm

雅致 - 强力刮沙汲水垫
毯面纤维：尼龙 6.6 纤维 + 特种尼龙硬丝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并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
卷装规格：200cm x 1800cm

黑灰 黑红 全硬丝

黑色 灰色 红色

黑灰 红色 棕色

浅灰 蓝色 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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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 汲水除尘尼龙垫
毯面纤维：100% 尼龙纤维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大面积植绒
厚 度：约 9mm
卷装规格：200cm x 1800cm

品牌广告垫
毯面材质：100% 尼龙纤维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并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

单幅画面可进行十六色输出，变化丰富，质感绝佳。

安豪贵宾垫
毯面材质：合成纤维
卷装尺寸：200cm×1800cm

红色

黑灰 红色 灰色

蓝色 绿色 棕色

雅瑞 - 强力刮沙除尘垫
毯面纤维：尼龙 6.6 纤维 + 特种尼龙硬丝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并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
厚 度：约 9mm
卷装规格：200cm x 1800cm

固维 - 耐压除尘垫
毯面纤维：丙纶纤维
厚 度：约 7mm
卷装规格：185cm x 1800cm

博罗 - 耐压控尘刮砂地垫
毯面纤维：丙纶纤维
厚 度：约 10mm
卷装规格：195cm x 1800cm

黑灰 红灰

炭黑 红色 灰色

炭黑 红色

灰色 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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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型 - 通用型条纹地垫
毯面纤维：合成纤维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大面积植绒
卷装规格：120cm x 1800cm/180cm x 1800cm

3000 型 - 除尘防滑垫
毯面纤维：合成纤维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大面积植绒
卷装规格：120cm x 2500cm/180cm x 2500cm

纾纾垫 - 抗菌除味垫
毯 面：抗菌化纤
底 部：合成耐油防滑橡胶
规 格：40cm x 50cm

灰色 红色

灰色 红色

炭黑 棕色

普通化纤 
5-DAYS

抗菌化纤 
30-DAYS

霉菌抑制效果的纤维检测
为达到最佳的抗菌效果及美
观，建议每 30 天进行更换

神奇垫 - 强力汲水汲油垫
纤 维：超强吸水纤维
纤维结构：割绒
毯面厚度：约 8mm
卷装尺寸：150cm x 1800cm

II 神奇垫 - 特效汲水除尘垫
纤 维：超强吸水纤维
纤维结构：割绒
总厚度：约 9mm
卷装尺寸：120cm x 1800cm/200cm x 1800cm

雅福 - 刮沙除尘垫
毯面纤维：PP 纤维 + 特种硬丝
绒面结构：高强度扭曲热压成形的合成纤维大面积植绒
卷装规格：200cm x 1800cm

黑灰 黑红

黑灰 黑红

黑灰 红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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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安 - 阻燃防滑地垫
材 质：合成 PVC 
模块规格：30.5cm x 30.5cm
实用规格：30cm x 30cm

特福 - 耐重油橡胶防滑垫
材 质：高级丁腈橡胶
厚 度：11mm
规 格：3'×5'(90cm×150cm)

浅蓝 灰色 棕色

黑色 砖红

JANITORIAL 
SUPPLIES

HOUSEKEEPING & JANITORIAL EQUIPMENTS / 清洁设备类 ------ E-236

CLEANING TOOLS / 清洁工具 -------------------------------------- E-240

CLEANING PRODUCTS / 清洁剂 ------------------------------------ E-242

 清洁用品

D-234



HOUSEKEEPING &  
JANITORIAL EQUIPMENTS
清洁设备类

冷水高压冲洗机
CEM00073
规格：220-240V/50Hz/2200W/12mPa

超静音吸尘机
CEM00198
规格：220V-240V/1400W/52dB

静音吸尘机
CEM00061
规格：220V-240V/1400W/58dB

吸尘吸水机
CEM00062
规格：220V/2400W/70dB/260Mbr

吸尘机
CEM00207
规格：220V/1200W/552dB

直立式吸尘器
CEM00071
规格：220V/1450Rpm

热水高压冲洗机
CEM00197
规格：220V/4200W/15mPa
尺寸：125×85×110cm

驾驶式洗地机
CEM00205
规格：24V/250Rpm/205kg
尺寸：150×90×120cm

冷风吹风机
CEM00064
规格：220V/1000W/17kg
风量：110、130、160m³/min

干泡沙发清洗机
CEM00069
规格：220V/60Hz/1500W/280Mbr/30kg

直立式吸尘机
CEM00063
规格：220V-240V/1000W/60dB

喷射式清洗机
CEM00200
规格：220V/1100W/76dB/1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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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泡地毯机
CEM00065
规格：220V/1000W/175Rpm/43kg

多功能洗地机
CEM00201
规格：220V/1000W/175Rpm/42kg

晶面处理机
CEM00202
规格：220V/2.5HP/175Rpm/68kg（可加重）

偏心晶面处理机
CEM00067
规格：220V/2.5HP/175Rpm/68kg

三合一地毯抽洗机（分体式）
CEM00199
规格：220V/2×1500W/68kg
尺寸：50×89×98cm

三合一地毯抽洗机（一体式）
TDB-1000BF
800500100925

三轮电动尘拖车
TDB-5000E
最高后退速：8.5M/H
最高后退速度 :2.4-4.8km/h
爬坡能力：12 度
最大负重：140KG
电池：12V/33AH×2
电机功率：24V/450W
充满电行程 :30-35km

智能水底吸污器
TDB-16AG
800500100305
电压：100 ～ 250v
输出电压：24v
抽吸率：16（m3/h）
循环时间：3h
过滤袋孔隙率 :7um
电缆线长：24m

背式吸尘机
TDB-313B
参数：额定电压 220-/50Hz-60Hz
容量 3.5L
额定功率 1000W
真空吸力 183mbar
气流量 45L/S
冷却模式 循环风冷
电源线 19m

电子打泡箱
CEM00066
规格：220V/50Hz/300W/ ≤ 50dB
尺寸：210×260×4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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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01
毛头  
尺寸分：14"  16"  18"

BE04（手柄）
短炳玻璃刮 
尺寸分：14"  16"  18"

BE07
老虎夹  20×9×6cm

BE02
T 架  
尺寸分：14"  16"  18"

BE06AC
长柄玻璃铲刀  32cm×10cm×3cm

BE39C
双桶榨水车 C

BE03
毛头连 T 架
尺寸分：14"  16"  18"

BE06AC1
长柄玻璃铲刀  32cm×10cm×3cm
短柄玻璃铲刀 20cm×10cm×3cm

BE39D
双桶榨水车 D

CLEANING TOOLS
清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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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空气除臭剂 
型号：1069 

规格：1 箱 ×24×450ml
39.3×27.5×21cm

万能除污膏 ( 软管 ) 
型号：1070 

规格：20 支 / 箱  42×19.8×16cm

力霸地毯去渍剂 
型号：1071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ICA 除渍剂（除香口胶） 
型号：1073 

规格：1 箱 ×12 支 26.5×21.5×15.5cm

擦铜水 
型号：1074 

规格：12 支 / 箱  26.5×20×18.9cm

特洁 128 万能起渍剂 
型号：1076 

规格：12 支 / 箱  33.5×25×24cm

新辉柠檬家私保养蜡 
型号：1051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快洁洁瓷清洁剂 
型号：1052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特洁高泡地毡水 
型号：1054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新丽美高泡地毯水 
型号：1010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静电尘推油 
型号：1055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雅洁全能清洁剂 （绿水） 
型号：1057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不锈钢清洁剂 
型号：1059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玻璃清洁剂 
型号：1060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闪电消泡剂  
型号：1061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除油剂  
型号：1062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特洁低泡地毯水 
型号：1064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光辉抛光喷磨蜡 
型号：1065 

规格：1 加仑 ×4 桶 / 箱  
32.5×31.7×31cm

CLEANING 
PRODUCTS
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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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LS / 毛巾 ------------------------------------------------------------------ F-246

BATHROBES / 浴袍  ------------------------------------------------------------ F-256

BEDDING / 床上用品 ----------------------------------------------------------- F-260

TABLE LINENS / 餐饮类 ------------------------------------------------------ F-268

SHOES / 工鞋 -------------------------------------------------------------------- F-276

ACCESSORIES / 配饰及其他  ------------------------------------------------ F-278

LINENS & 
ACCESSORIES

布草

E-244



白色全棉平织斜纹缎边 16s
方巾、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钢琴键提花缎档 16s- 浴巾、面巾

白色全棉提花橙色色织缎边 16s-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缎档绣花 16s-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百悦缎档绣花 16s
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钢琴键提花缎档 16s- 浴巾、面巾

白色全棉珍珠纹缎档缎边 16s
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提花色织缎边 16s-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蓝色人字纹缎档 16s- 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条纹缎档 16s- 浴巾、面巾

白色全棉鱼尾纹缎档缎边 16s
方巾、浴巾、面巾

白色全棉亮丝缎档 16s
方巾、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铂金缎绣花 16s
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紫色人字纹缎档 16s- 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条纹缎档 16s- 浴巾、面巾、方巾

白色全棉提花紫色色织缎边 16s-方巾、面巾、浴巾

TOWELS
毛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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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全棉竹篮编织缎档缎边 16s
浴巾、面巾

白色全棉弓箭式缎档 16s
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色织提花缎边 16s
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鹅卵石色织断档 16s
浴巾、面巾

全棉色织缎档缎边 16s
方巾、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竹篮编织缎档缎边 16s
方巾、浴巾、面巾

全棉色织断档 16s
浴巾、面巾

全棉色织缎档缎边 16s
方巾、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缎档提花 16s
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弓箭式缎档 16s
面巾、浴巾

全棉提花色织缎档 16s
面巾、浴巾

全棉平织缎边绣花 16s
面巾、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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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全棉水波纹缎档 16s
浴巾、面巾

全棉色织
16s- 方巾、面巾、浴巾 ; 21s- 地巾

白色全棉铂金缎绣花 16s
方巾、面巾、浴巾

白色全棉贴布绣花 16s
方巾、面巾；21s- 地巾

粉色全棉缎档缎边
16s- 方巾、面巾、浴巾

湖蓝色全棉提花
16s- 浴巾

蓝色全棉平织斜纹缎边
16s- 方巾、浴巾

粉色全棉提花
16s- 面巾、浴巾

绿色全棉平织光身
16s- 浴巾

蓝色全棉平织斜纹缎边
16s- 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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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色全棉提花 16s-方巾、面巾、浴巾 卡其色全棉平织光身16s-方巾、面巾；21s- 地巾

黄色全棉人字纹缎档 16s-方巾、面巾、浴巾

全棉色织条焦糖色白色条纹 16s- 面巾、浴巾

全棉色织彩色条纹 16s- 面巾、浴巾

全棉色织橙白色条纹 16s- 面巾、浴巾

凯夏系列 03- 草木绿

凯夏系列 05- 咖啡色凯夏系列 04-丁香紫

凯夏系列 02- 布鲁灰

凯夏系列 01（奶油黄、裸粉色、雾霾蓝）

F-253F-252



白色全棉-光身地巾-21S

白色全棉-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提框地巾-21S

白色全棉-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网篮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菠萝格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脚丫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脚丫菠萝格提花地巾-21S

白色全棉长毛绒地垫

椭圆形双面长毛地垫

全棉色织长毛绒地垫
染色全棉-光身地巾-21S

染色全棉-提花地巾-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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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全棉人字纹华夫格青果领 白色全棉阴阳华夫格青果领加牙条 白色全棉小格华夫格和服领加
黑色牙条

白色全棉华夫格毛圈和服领

白色全棉人字纹华夫格青果领加黑色牙条白色全棉菱形华夫格和服领门襟贴布 白色全棉钻石格华夫格青果领加牙条

白色全棉条纹割绒青果领

白色全棉小格华夫格和服领

白色涤棉华夫格割绒-青果领加压条

白色全棉钻石华夫格和服领

白色全棉格子割绒青果领

灰色全棉割绒青果领加牙条

白色全棉毛圈青果领白色全棉割絨青果领 白色全棉毛圈和服领白色全棉割絨和服领

白色全棉针织华夫格青果领 白色全棉针织阴阳格和服领 白色全棉针织菱形格青果领加牙条 米色斜纹布青果领 粉色斜纹布青果领灰色斜纹布青果领 灰色桃皮绒青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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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其色桃皮绒青果领

蓝色樱花布和服领

灰色仿真丝和服领

-粉色樱花布和服领香槟色色仿真丝青果领

白色珊瑚绒青果领雪尼尔浴袍青果领

卡通连帽款儿童浴袍 卡通连帽款儿童浴袍

F-259F-258



全棉色织三线条（蓝色）
60×40s 300T

全棉色织提花 - 天空之城
60×40s 300T

全棉色织绣框
60×40s 300T

全棉色织提花 - 普罗旺斯
60×40s 300T

DUVET SETS
四件套

60×40s-300T 全棉印花

60s×40s-300T-白色全棉 5mm条纹 80×80s-400T 白色全棉贡缎

60×40s-300T-全棉九公分格提花60×40s-300T-全棉回字格提花

60×60s-350T 白色全棉贡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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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单
TBL00576

被套
TBL00577

枕套
TBL00578

抱枕套
TBL00580

床单
TBL00779

被套
TBL00780

枕套
TBL00781

抱枕套
TBL00782

3cm 条纹布
密度：60s×40s

2cm 条纹布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51

被套 
TBL00652

枕套
TBL00653

抱枕套
TBL00654

回字格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592

被套
TBL00593

枕套
TBL00594

水波纹-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595

被套
TBL00596

枕套
TBL00597

床单
TBL00554

被套
TBL00555

枕套 
TBL00556

抱枕套
TBL00558

全棉春回大地
密度：60s×40s

长城格竖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766

被套
TBL00767

枕套
TBL00768

抱枕套 
TBL00769

漂白牵牛花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21

被套 
TBL00622

勾花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770

被套
TBL00771

枕套
TBL00772

抱枕套 
TBL00774

大凤尾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15

被套 
TBL00616

枕套
TBL00617

欧式大花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39

被套
TBL00640

枕套
TBL00641

羽毛花-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18

被套
TBL00619

枕套
TBL00620

牡丹花
密度：60s×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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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单
TBL00975

枕套
TBL00977

床笠
TBL00976

白色贡缎
密度：80s×80s

凉爽舒适

柔软透气

持久酷爽

凉爽舒适

吸水透气

绿色环保抱枕套
TBL00974

床单
TBL00995

枕套
TBL00997

被套
TBL00996

染色贡缎
密度：60s×60s

床单
TBL00761

被套
TBL00763

枕套
TBL00764

抱枕套
TBL00765

九方格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636

被套
TBL00637

枕套
TBL00638

四线格-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572

被套 
TBL00573

枕套
TBL00574

抱枕套
TBL00575

迷宫格
密度：60s×40s

床单
TBL00960

枕套
TBL00961

被套
TBL00962

全棉贡缎
密度：60s×4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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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毯 -100% 国产羊毛 毛毯 -100%澳洲羊毛

乳胶枕（儿童）乳胶枕 乳胶枕

荞麦枕、决明子枕、薰衣草枕
面料：40s×40s 全棉 233T/ 涤棉 200T/ 涤棉 186T

绒枕保健枕
面料：防羽布 40s×40s/133×100/ 全棉 233T
填充：白鸭绒 + 荞麦壳

羽绒被芯------
面料：防羽布
40s×40s/133×100/233T
填充：鸭绒 / 鹅绒

羽绒被芯
面料：白色涤棉（80% 棉 20% 涤）
80×80S/200X200/400T 柔赛丝
填充：鸭绒 / 鹅绒

舒适垫
面料：防羽布 40s×40s/133×100/233T 
填充：鸭绒 / 鹅绒

保护垫
面料：40s×40s 全棉 233T/ 涤棉 200T/ 涤棉 186T
填充定型棉，四角车松紧带

保护垫
面料：40s×40s 全棉 233T/ 涤棉 200T/ 涤棉 186T
填充定型棉，四角车松紧带

纯羽绒枕芯
面料：防羽布 40s×40s/133×100/ 全棉 233T
填充：鸭绒 / 鹅绒

夹心羽绒枕芯
面料：防羽布 40s×40s/133×100/ 全棉 233T
填充：鸭绒 / 鹅绒 + 毛片

羽丝棉枕芯
面料：40s×40s 全棉 233T
填充：羽丝棉 / 高弹棉

羽丝棉枕芯
面料：40s×40s 涤棉 186T                     
填充：羽丝棉 / 高弹棉羽丝棉被芯

面料：40×40s 全棉 233T/ 涤棉 200T/ 涤棉 186T
填充：羽丝棉 / 高弹棉

羽丝棉被芯
面料：40×40s 全棉 233T/ 涤棉 200T/ 涤棉 186T
填充：羽丝棉 / 高弹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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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23 系列
BY021 印花系列

BY082 系列

BY082 刺绣系列

TABLE LINENS
餐饮类

BY086 系列

BY086 系列 BY086 系列

BY086 系列

BY086 系列

BY087 系列 BY087 系列 BY087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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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088 系列BY088 系列 BY088 系列

BY088 系列 BY088 系列 BY088 系列

BY103 系列

BY102 系列

090 系列 BY100 系列

BY123 系列BY123 系列

F-271F-270



BY1090 系列

BY1092 系列
BY 胡椒粒系列 BYK 刺绣系列

BY2026 系列

BY2005 系列

BY2026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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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2052 系列BY300 系列

BY320 系列BY025 系列 BY2701 系列

BY300 系列

BY017 系列 BY065 系列 BY 空边纱系列

BY320 系列

BY020 系列

BY1606 系列

BY14A 系列

BY001 系列

BY065 系列仿麻系列

BYM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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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4502
尺码：38-45
颜色：黑色
备注：男款

BY4503
尺码：38-44
颜色：黑色
备注：男款

BY4501
尺码：34-41
颜色：黑色
备注：女款

BY4505
尺码：34-41
颜色：黑色
备注：女款

BY4504
尺码：34-41
颜色：黑色
备注：女款

BY4506
尺码：34-41
颜色：黑色
备注：女款

BY1002
尺码：35-40
颜色：黑色
跟高：4CM

BY1017
尺码：35-40
颜色：黑色
跟高：5.5CM

BY1011
尺码：35-40
颜色：黑色
跟高：6.5CM

BY1041A
尺码：33-40
颜色：黑色
跟高：5CM

BY5014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BY5015
尺码：35-46
颜色：黑色
备注：工程鞋

BY5016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BY5016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备注：工程鞋

BY2901
尺码：37-44
颜色：黑色

BY2903
尺码：37-44
颜色：黑色

BY2805
尺码：37-46
颜色：黑色

BY2803
尺码：37-46
颜色：黑色

BY5017
尺码：34-47
颜色：黑色

BY5018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BY5019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BY5020
尺码：34-46
颜色：黑色

BY1594
尺码：34-41
颜色：黑色

BY1594
尺码：34-41
颜色：米白

BY1594
尺码：38-45
颜色：黑色
备注：男皮鞋

BY1594
尺码：38-45
颜色：米白
备注：男皮鞋

SHOES
工鞋

F-277F-276



JB9001
颜色：黑色、肤色
备注：女连裤袜

JB9003-/-JB9004
颜色：黑色、白色
备注：男棉袜

JB9002
颜色：黑色、肤色
备注：女短丝袜

女士头花

ACCESSORIES
配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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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AMICS COLLECTION / 瓷器套装 -------------------------------------- G-333

PLATES / 盘类 ------------------------------------------------------------------ G-334

BOWLS / 碗类 ------------------------------------------------------------------- G-336

CERAMIC SOUP TUREEN / 盅类 -------------------------------------------- G-337 

COFFEE & TEA PORCELAIN / 咖啡具、茶具 ------------------------------ G-338

COLOR GLAZED PORCELAIN / 色釉瓷 ------------------------------------ G-398

JAPAN & KOREA PORCELAIN / 日韩瓷 ----------------------------------- G-401

SAND & STONE POTS / 砂煲石锅类 ---------------------------------------- G-402

COARSE POTTERY / 砂陶类  ------------------------------------------------- G-405

OTHERS CERAMICS & PORCELAIN PRODUCTS / 其他 --------------- G-500

CERAMICS
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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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玫瑰

12 寸平盘 
编号：HP0120/12"-98333

9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1/9"-98333

肖邦杯 / 底碟 
编号：HB0039/-98333

6.25 寸富豪毛巾碟 
编号：HD0083/6.25"-98333

味碟 
编号：HD0071/-98333

二号英式平嘴茶壶身 / 壶盖 
编号：HH0006-S-98333

4.5 寸反口碗 
编号：HW0159/4.5"-98333

大号万豪针匙 
编号：HS0021-98333

9.25 寸一位套餐盖 - 皇冠顶 
编号：TC01-A-98333

6 寸平盘 
编号：HP0114/6"-98333

直身暖炉座 
编号：HYP1024-A-98333

两用筷架 
编号：HJ0006/-98333

5 寸港式炖盅身 / 炖盅盖 
编号：HZ0017-A/5"-98333

二号宾福盖杯盖 / 盖杯身 
编号：HB0054-G-98333

南国盖杯底碟 
编号：HD024/-98333

CERAMICS COLLECTIONS 
瓷器套装 

釉中云墨花面

10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2/10"-98311 

8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0/8"-98311 

4.5 寸翅碗 
编号：HW0090/4.5"-98311 

5 寸翅碗 
编号：HYW1710-98311 

钻石三用筷架 
编号：XLY002-98311 

上邦梅花杯 
编号：HB0078/-98311 

上邦梅花杯底碟 
编号：HD0163/-98311 

6.25 寸富豪毛巾碟 
编号：HD0083/6.25"-98311 

3.5 寸烟缸 
编号：HG0008/3.5"-98311 

5 寸平盘 
编号：HP0113/5"-98311 

3.5 寸银宝碟 
编号：HD0185/3.5"-98311 

中号南韩茶壶 
编号：HH0027-9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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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宇梦花面

13 寸中环比萨盘 
编号：HP0803/13"-98321 

12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3/12"-98321 

10.5 寸浅式盘 
编号：HYP1753-98321 

9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1/9"-98321 

8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0/8"-98321 

6 寸浅式盘 
编号：HP0098/6"-98321 

天目湖双耳盅底碟 
编号：HZ0146/6-D-98321 

天目湖双耳盅 
编号：HZ0146/6-98321 

12 寸意面盘 
编号：FS0079-98321 

魔方奶勺 
编号：HS0034/-98321 

卢森长方糖缸 
编号：XLY004-98321 

80cc 炫彩咖啡杯 
编号：HYB1711-98321 

80cc 炫彩咖啡杯底碟 
编号：HYB1712-98321 

180CC 炫彩咖啡杯 
编号：HYB1701-98321 

180cc 炫彩咖啡杯底碟 
编号：HYB1702-98321 

8 寸皇家浅碗 
编号：HHJ054-98321 

10 寸皇家浅碗 
编号：HHJ055-98321 

5 寸汇美尖脚碗 
编号：HW0374/5.5"-98321 

咸亨臭豆腐味碟 
编号：HD0184/-98321 

3 寸半岛味碟 
编号：HD0171/3"-98321 

河式筷架 
编号：HJ0027/-98321 

5.5 寸板桥毛巾碟 
编号：HD0078/5.5"-98321 

月光茶壶盖 
编号：HYP1720-98321 

月光茶壶身 
编号：HYP1721-98321 

3.5 寸烟缸 
编号：HG0008-98321 

5 寸平盘 
编号：HP0113-98321 

三力茶杯 
编号：HB0087-98321 

上邦梅花杯底碟 
编号：HD0163-98321 

丽思汤匙 
编号：HS0037-98321 

风度牙签筒盖 
编号：HYJ1712-98321 

风度牙签筒身 
编号：HYJ1713-98321 

12 寸垫盘 
编号：HKY001-A-98321 

紫玫瑰

12 寸平盘 
编号：HP0120/12"-98330 

9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1/9"-98330 

肖邦杯 
编号：HB0039/-98330 

肖邦杯底碟 
编号：HD0112/-98330 

6.25 寸富豪毛巾碟 
编号：HD0083/6.25"-98330 

味碟 
编号：HD0071/-98330 

二号英式平嘴茶壶盖 
编号：HH0006-S-98330 

二号英式平嘴茶壶身 
编号：HH0006-G-98330 

两用筷架 
编号：HJ0006/-98330 

4.5 寸反口碗 
编号：HW0159/4.5"-98330 

大号万豪针匙 
编号：HS0021-98330 

9.25 寸一位套餐盖 - 皇冠顶 
编号：TC01-A-98330 

6 寸平盘 
编号：HP0114/6"-98330 

直身暖炉座 
编号：HYP1024-A-98330 

二号宾福盖杯盖 
编号：HB0054-G-98330 

二号宾福盖杯身 
编号：HB0054-S-98330 

南国盖杯底碟 
编号：HD024/-98330 

5 寸港式炖盅身 - 紫玫瑰 
编号：HZ0017-A/5"-98330 

5 寸港式炖盅盖 - 紫玫瑰 
编号：HZ0017-A/5"-G-9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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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竹纹

10.75 寸半岛索菲碟 - 米白色竹纹 
编号：HD0169/10.75-98111 

5.75 寸风度双耳汤盅 
编号：HYZ1714-98111 

4.25 寸直身参盅底碟 
编号：WT042-98111 

7.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5-98111 

10.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6-98111 

12.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7-98111 

8.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66-98111 

11.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61-98111 

4.75 寸风度翅碗 
编号：HYW1708-98111 

6.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D1707-98111 

丽思汤匙 
编号：HS0037/-98111 

风度两用筷架 
编号：HYJ1711-98111 

5 寸风度烟缸 
编号：HYJ1714-98111 

7.25 寸风度毛巾碟 
编号：HYD1708-98111 

风度味碟 
编号：HYD1709-98111 

风度 (150ML) 咖啡杯 
编号：HYB1709-98111 

风度 (13CM) 咖啡碟 
编号：HYB1710-98111 

风度牙签筒盖 
编号：HYJ1712-98111 

风度牙签筒身 
编号：HYJ1713-98111 

风度 990ML 茶壶身 
编号：HYH1705-98111 

风度 990ML 茶壶盖 
编号：HYH1706-98111 

白金边花面

7.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5-98318 

8.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66-98318 

10.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6-98318 

11.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61-98318 

12.2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P1757-98318 

4.75 寸风度翅碗 
编号：HYW1708-98318 

6.5 寸风度平盘 
编号：HYD1707-98318 

风度两用筷架 
编号：HYJ1711-98318 

5 寸风度烟缸 
编号：HYJ1714-98318 

7.25 寸风度毛巾碟 
编号：HYD1708-98318 

风度味碟 
编号：HYD1709-98318 

风度 (150ML) 咖啡杯 
编号：HYB1709-98318 

风度 (13CM) 咖啡碟 
编号：HYB1710-98318 

风度牙签筒盖 
编号：HYJ1712-98318 

风度牙签筒身 
编号：HYJ1713-98318 

风度 990ML 茶壶身 
编号：HYH1705-98318 

风度 990ML 茶壶盖 
编号：HYH1706-98318 

5.75 寸风度双耳汤盅 
编号：HYZ1714-98318 

4.25 寸直身参盅底碟 
编号：WT042-98318 

丽思汤匙 
编号：HS0037/-9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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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宝石

10.5 寸黎明平盘 
编号：HP0118-A/10.5"-98310 

7 寸浅式盘 
编号：HP0099/7"-98310 

6 寸平盘 
编号：HP0114/6"-98310 

5 寸平盘 
编号：HP0113/5"-98310 

4.75 寸万豪翅碗 
编号：HW0255/4.75"-98310 

3.5 寸烟缸 
编号：HG0008/3.5"-98310 

6 寸圆头毛巾碟 
编号：HD0040/6"-98310 

味碟 
编号：HD0071/-98310 

大号万豪针匙 
编号：HS0021-98310 

有耳杏式杯 
编号：HB0012/-98310 

杏式杯底碟 
编号：HD0064/-98310 

二号英式平嘴茶壶身 
编号：HH0006-S-98310 

二号英式平嘴茶壶盖 
编号：HH0006-G-98310 

两用筷架 
编号：HJ0006/-98310 

云雾仙境加白金边

8 寸浅式盘 
编号：HP0100/8"-98306-A 

6.5 寸长方平板毛巾碟 
编号：HD0145/6.5"-98306-A 

4.5 寸反口碗 
编号：HW0159/4.5"-98306-A 

大号万豪针匙 
编号：HS0021-98306-A 

唐山味碟 
编号：HD0055/-98306-A 

雅菲筷架 
编号：HJ0024/-98306-A 

中式咖啡杯 
编号：HB0030/-98306-A 

中式咖啡杯底碟 
编号：HD0092/-98306-A 

11 寸平面圆形华丽展示盘 
编号：HP0287-C-98306-A 

3.5 寸烟缸 
编号：HG0008/3.5"-98306-A 

5 寸平盘 
编号：HP0113/5"-98306-A 

丽固茶壶 
编号：HYP1021-98306-A 

丽固茶壶身 
编号：HYP1021-S-98306-A 

丽固茶壶盖 
编号：HYP1021-G-98306-A 

11 寸悦韵展示盘 
编号：YY008-98306-A 

9.25 寸一位套餐盖 / 圆顶 
编号：TC01-B-98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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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中墨蓝灰

套式味具三孔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蓝顶 

5.5 寸迎宾碗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23cm/29cm 皇家沙拉盘
颜色：墨蓝灰 - 蓝边橙蓝中心花 

180CC 炫彩咖啡杯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把

80cc 炫彩咖啡杯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把 

260cc 炫彩咖啡杯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把 

300CC 炫彩马克杯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把 

咸亨臭豆腐味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灰中心花 

巴洛克一孔味具 / 三孔味具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巴洛克味具底碟
颜色：墨蓝灰 - 蓝 

14.25 寸 /16.25 寸 /19 寸皇家长条盘
颜色：墨蓝灰 - 蓝边内网格 

10.5 寸 /12 寸黎明平盘
颜色：墨蓝灰 - 灰橙

25cm/28cm/31.5cm 卢森苏菲碟
颜色：墨蓝灰 - 橙 / 灰 / 蓝 

9.75 寸白珍珠正方盘
颜色：墨蓝灰 - 蓝边内网格 

12 寸白珍珠长方盘
颜色：墨蓝灰 - 蓝边内网格 

10 寸 /12 寸一位西餐平盘
颜色：墨蓝灰 - 灰橙 

9 寸 /12 寸 /14 寸皇家长方盘
颜色：墨蓝灰 - 蓝边内网格

9.75 寸 /11 寸宽边飞碟盘
颜色：墨蓝灰 - 灰边橙灰中心花 

5 寸三力喇叭碗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蓝边橙蓝中心花 

河式筷架
颜色：墨蓝灰 - 蓝色

吉特尔咖啡杯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把

索菲特蛋杯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金润二针匙
颜色：墨蓝灰 - 橙色 

卢森长方糖盅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卢森小号咖啡壶身 / 壶盖 
颜色：墨蓝灰 - 蓝色 

小号 / 中号鲁玉奶盅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唐山味碟 
颜色：墨蓝灰 - 蓝色内边中
间橙蓝中心花 

卢森大号咖啡壶身 / 壶盖
颜色：墨蓝灰 - 蓝色 

10.5 寸 /12 寸浅式盘 
颜色：墨蓝灰 - 蓝 

6 寸 /8 寸 /9 寸浅式盘
颜色：墨蓝灰 - 蓝 

6 寸 /8 寸浅式盘
颜色：墨蓝灰 - 橙 

天目湖双耳盅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蓝耳 

12 寸长把汁斗
颜色：墨蓝灰 - 蓝 

小号有柄鱼子酱 / 底碟
颜色：墨蓝灰 - 橙 / 蓝 

高身酱醋壶身 / 壶盖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3.5 寸烟缸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灰中心 

5 寸平盘
颜色：墨蓝灰 - 蓝 

5.5 寸板桥毛巾碟
颜色：墨蓝灰 - 蓝 

套式味具牙签筒
颜色：墨蓝灰 - 网格 

套式味具底碟
颜色：墨蓝灰 - 蓝 

套式味具五孔
颜色：墨蓝灰 - 网格身橙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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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放牡丹

8 寸贝斯浅盘 - 蓝花 
编号：BS001-98199-1 

5 寸极品炖盅身 
编号：HYZ0101/5"-98199 

5 寸极品炖盅盖 
编号：HYZ0101/5"-G-98199 

5 寸极品炖盅底碟 
编号：HYZ0101/5"-D-98199 

11 寸丽固有盖鲍盘 
编号：HYP1020-S-98199 

11 寸丽固有盖鲍盘盖 
编号：HYP1020-G-98199 

4.5 寸三色炖盅盖 
编号：HZ0056/4.5"-G-98199 

4.5 寸三色炖盅身 
编号：HZ0056/4.5"-98199 

6 寸荣华翅盅身 
编号：HZ0070-A/6.5"-S-98199 

6 寸荣华翅盅盖 
编号：HZ0070-A/6.5"-G-98199 

6 寸索菲特汤窝身 
编号：HW0299-A/6"-98199 

6 寸索菲特汤窝盖 
编号：HW0299-A/6"-G-98199 

6.25 寸长方中圆盘 
编号：HP0700/6.25"-98199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身 
编号：HZ0112/10"-98199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盖 
编号：HZ0112-A/10"-G-98199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炉座 
编号：HZ0113/10"-98199 

9 寸天瑞炖盅身 
编号：HW0356/9"-98199 

9 寸天瑞炖盅盖 
编号：HW0357/9"-98199 

9.25 寸一位套餐盖 - 圆顶 
编号：TC01-B-98199 

9 寸天瑞炖盅底碟 
编号：HW0357-D-98199 

6.25 寸祥云燕窝盅身 
编号：HZ0069/6.25"-98199 

6.25 寸祥云燕窝盅盖 
编号：HZ0069/6.25"-G-98199 

肖邦杯 
编号：HB0039/-98199 

肖邦杯底碟 
编号：HD0112/-98199 

日式暖炉座 
编号：HYP1024-98199 

金粉世家

11 寸丽固有盖鲍盘盖 
编号：HYP1020-G-98221 

4.5 寸三色炖盅盖 
编号：HZ0056/4.5"-G-98221 

6 寸荣华翅盅盖 
编号：HZ0070-A/6.5"-G-98221 

6 寸索菲特汤窝盖 
编号：HW0299-A/6"-G-98221 

6.25 寸长方中圆盘 
编号：HP0700/6.25"-98221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身 
编号：HZ0112/10"-98221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盖 
编号：HZ0112-A/10"-G-98221 

10 寸利斯河豚盖盅炉座 
编号：HZ0113/10"-98221 

9 寸天瑞炖盅身 
编号：HW0356/9"-98221 

9 寸天瑞炖盅盖 
编号：HW0357/9"-98221 

9.25 寸一位套餐盖 - 圆顶 
编号：TC01-B-98221 

吉特尔咖啡杯 
编号：HB0091/-98221 

吉特尔咖啡杯底碟 
编号：HD0186/-98221 

9 寸天瑞炖盅底碟 
编号：HW0357-D-98221 

直身暖炉座 
编号：HYP1024-A-98221 

日式暖炉座 
编号：HYP1024-98221 

高身酱醋壶身 
编号：HYJ1702-S-98221 

高身酱醋壶盖 
编号：HYJ1702-G-9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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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加白金边

巴洛克浅盘 
型号：20cm/27cm 

巴洛克翅碗 
型号：4.75" 

无孔万豪汤勺 

巴洛克味碟 
型号：3.25" 

巴洛克单用筷架 

蛋形毛巾碟 
型号：6" 

巴洛克茶壶盖 / 茶壶身 
型号：450cc/800cc 

巴洛克马克杯 
型号：320cc 

巴洛克茶杯 
型号：120cc
巴洛克底碟（B） 
型号：4.75" 

巴洛克烟缸 / 底碟
型号：3.75"/3.5" 

巴洛克饭碗 
型号：4" 

巴洛克底碟（A） 
型号：6" 

巴洛克粥碗 
型号：4.5" 

巴洛克面碗 
型号：5.75" 

高脚点心碟 
巴洛克浅盘 
型号：
15cm/20cm/23cm/27cm/30cm 

巴洛克茶壶盖 / 茶壶身 
型号：800cc

巴洛克咖啡杯 
型号：260cc 

巴洛克底碟（A） 
型号：6" 

巴洛克咖啡杯 
型号：200cc 

巴洛克底碟（A） 
型号：6" 

巴洛克咖啡杯 
型号：90cc 

巴洛克底碟（B） 
型号：4.75" 

巴洛克奶勺盖 / 奶勺身 

巴洛克糖缸盖 / 糖缸身 

巴洛克黄油碟

巴洛克蛋托

巴洛克一孔味具 / 三孔味具 

巴洛克味具底碟 

巴洛克汁斗 

巴洛克汁斗底碟 

巴洛克翅盅盖 / 翅盅身 

巴洛克底碟（A） 
型号：6"

巴洛克双耳汤盅 

素雅蓝 - 加白金边

光芒系列

茶壶身 / 盖 
型号：小号 

茶壶身 / 盖 
型号：大号

奶勺 
型号：大号 / 中号 / 小号

糖缸

咖啡杯 

双耳汤盅 / 底碟 
型号：4.5"-240CC 

意式特浓杯 / 底碟 
型号：80CC 

茶杯 / 底碟 
型号：160CC/220CC 

咖啡杯 / 底碟 
型号：80CC 

咖啡杯 / 底碟 
型号：160CC 

咖啡杯 / 底碟 
型号：240CC 

饭碗 
型号：4.25" 

方碗 
型号：4.5"/5.75"/8"

正方汤盘 
型号：8"/9"/10" 

方盘 
型号：6.25"/8"/11" 

蛋糕盘 
型号：8"/10.5"/12"

圆浅碗 
型号：8.5"/9.75"/11"/12.75" 

高脚蛋糕盘 
型号：10.5"/12" 

长方盘 
型号：10.75"/13"/15" 

蛋形盘 
型号：10.75"/12.75"/14.75"

圆汤盘 
型号：10"/12.25" 

雅典娜船形碗 
型号：9.25"/11.25"/13.25" 

平盘 
编号：6.25"/8.75"/10.25"/12" 

球形茶壶身 / 茶壶盖 
编号：450CC/800CC

光芒 - 口杯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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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系列

垂直饭碗 
型号：4" 

垂直盘 
型号：7.75" 

简约茶杯 

卧式汤勺

山峰单用筷架 

长方浅盘 
型号：9"/11"/13" 

正方瓦片盘 
型号：8"/10"/12" 

卢森蛋形浅碗 
型号：23cm/28cm 

卢森蛋形深碗 
型号：22.5cm/27cm/32cm 

卢森蛋形浅盘 
型号：8.75"/11.5"/14" 

长方碗 
型号：8×7cm 

大家捞两格碗 
型号：17cm 

直边二格碟 / 三格碟 

卢森直身奶勺 
型号：100CC/200CC 

卢森直身茶壶盖 / 茶壶身 
型号：600CC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170CC 

卢森直身马克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250CC 

巴洛克浅盘 
型号：20cm/23cm/27cm 

丝绸之路正方盘 
型号：22cm/26.5cm/31cm 

卢森饭碗 
型号：5" 

卢森面碗 
型号：17.5cm 

泊尔美盘 
型号：15"/17"/19"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10.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8.2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7" 

卢森长方糖盅 

辫子碗 
型号：10.5cm 

卢森元宝碟 
型号：3.5" 

卢森直身有盖糖缸身 / 糖缸盖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型
号：90CC

夏系列

垂直饭碗 
型号：4" 

垂直盘 
型号：7.75" 

简约茶杯 

卧式汤勺

山峰单用筷架 

长方浅盘 
型号：9"/11"/13" 

正方瓦片盘 
型号：8"/10"/12" 

卢森蛋形浅碗 
型号：23cm/28cm 

卢森蛋形深碗 
型号：22.5cm/27cm 

卢森蛋形深碗 
型号：32cm 

卢森蛋形浅盘 
型号：8.75"/11.5"/14" 

长方碗 
型号：8×7cm 

大家捞两格碗 
型号：17cm 

直边二格碟 / 三格碟 

卢森直身奶勺 
型号：100CC/200CC 

卢森直身茶壶盖 / 茶壶身 
型号：600CC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170CC 

卢森直身马克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250CC 

巴洛克浅盘 
型号：20cm/23cm/27cm 

丝绸之路正方盘 
型号：22cm/26.5cm/31cm 

卢森饭碗 
型号：5" 

卢森面碗 
型号：17.5cm 

泊尔美盘 
型号：15"/17"/19"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10.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8.2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7" 

卢森长方糖盅 

辫子碗 
型号：10.5cm 

卢森元宝碟 
型号：3.5" 

卢森直身有盖糖缸身 / 糖缸盖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9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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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系列

垂直饭碗 
型号：4"

垂直盘 
型号：7.75" 

简约茶杯 

卧式汤勺 

山峰单用筷架 

长方浅盘 
型号：9"/11"/13" 

正方瓦片盘 
型号：8"/10"/12" 

卢森蛋形浅碗 
型号：23cm/28cm 

卢森蛋形深碗 
型号：22.5cm/27cm/32cm 

卢森蛋形浅盘 
型号：8.75"/11.5"/14" 

长方碗 
尺寸：8×7cm 

大家捞两格碗 
尺寸：17cm

直边二格碟 / 三格碟 
 
卢森直身奶勺 
型号：100CC/200CC 

卢森直身茶壶盖 / 茶壶身 
型号：600CC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170CC 

卢森直身马克杯 
型号：250CC

卢森直身咖啡杯底碟 
型号：170CC 

巴洛克浅盘 
尺寸：20cm 

巴洛克浅盘 
型号：23cm/27cm

丝绸之路正方盘 
尺寸：22cm/26.5cm/31cm 

卢森饭碗 
型号：5" 

卢森面碗 
尺寸：17.5cm 

泊尔美盘 
型号：15"/17"/19"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10.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8.2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7" 

卢森长方糖盅

辫子碗 
尺寸：10.5cm

卢森元宝碟 
型号：3.5"

卢森直身有盖糖缸盖 / 缸身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90CC 

冬系列

垂直饭碗 
型号：4" 

垂直盘 
型号：7.75" 

简约茶杯 

卧式汤勺 

山峰单用筷架 

长方浅盘 
型号：9"/11"/13" 

正方瓦片盘 
型号：8"/10"/12" 

卢森蛋形浅碗 
型号：23cm/28cm 

卢森蛋形深碗 
型号：22.5cm/27cm/32cm 
卢森蛋形浅盘 
型号：8.75"/11.5"/14" 

长方碗 
尺寸：8×7cm

大家捞两格碗 
型号：17cm 

直边二格碟 / 三格碟

卢森直身奶勺 
型号：100CC/200CC 

卢森直身茶壶盖 / 壶身 
型号：600CC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170CC 

卢森直身马克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250CC 

巴洛克浅盘 
型号：20cm/23cm/27cm 

22CM 丝绸之路正方盘 
型号：22cm/26.5cm/31cm

卢森饭碗 
型号：5" 

卢森面碗 
型号：17.5cm 

泊尔美盘 
型号：15" 

泊尔美盘 
型号：17" 

泊尔美盘 
型号：19"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10.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8.25" 

双耳圆锅身 / 盖 
型号：7" 

卢森长方糖盅 

辫子碗 
型号：10.5cm 

卢森元宝碟 
型号：3.5" 

卢森直身有盖糖缸身 / 糖缸盖 

卢森直身咖啡杯 / 咖啡杯底碟 
型号：9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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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约系列

汤勺 / 藏青 

饭碗 / 藏青 
型号：4.75" 

茶杯 / 藏青

汤碗 / 藏青 
型号：4.25" 

面碗 / 藏青 
型号：6.25" 

烟缸 / 藏青 

味碟 / 藏青 

博艺宽边汤盘 / 藏青 
型号：9.75"/11.25" 

直边浅盘 / 藏青 
型号：7.5"/8.5"/10.5"/12.5"

小食碟 / 藏青 
型号：5"

浅盘 / 藏青 
型号：7"/8"/10"/11" 

诺贝尔梯形盘 / 藏青 
型号：7.5"/9.5"/10.5" 

宽边飞碟 / 藏青 
型号：9.5"/11" 

月牙高脚碗 / 藏青 
型号：5"/7"/8"/9"/11"

宝鼎炖盅身 / 盖 / 底碟 / 藏青

浅碗 / 藏青 
型号：5"/7"/9"/11" 

深碗 / 藏青 
型号：7"/9"/11" 

黑河圆盘 / 藏青 
型号：8.25"/11.5"/12.75" 

喇叭碗 / 藏青 
型号：8"

 

咖喱翅盅身 / 盖 / 炉座 / 藏青 
型号：7.25" 

咖喱翅盅身 / 炉座 / 盖 / 藏青 
型号：6.25" 

束腰筷架 / 藏青 

炉座 / 炉座盘 / 藏青 
型号：14"/16"

河流系列

6.25" 圆盘 / 紫蓝 
编号：XSY553 

8.5" 圆盘 / 紫蓝 
编号：XSY554 

11" 圆盘 / 紫蓝 
编号：XSY555 

12" 圆盘 / 紫蓝 
编号：XSY556 

5.5" 深碗 / 紫蓝 
编号：XSY557 

7.5" 深碗 / 紫蓝 
编号：XSY558 

9.25" 浅碗 / 紫蓝 
编号：XSY559 

6.25"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60 

8.5"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61 

11"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62 

12"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63 

5.5" 深碗 / 哑光白 
编号：XSY564 

7.5" 深碗 / 哑光白 
编号：XSY565 

9.25" 浅碗 / 哑光白 
编号：XSY566 

6" 面碗 / 哑光白 
编号：XSY814 

11.5" 长方盘 / 哑光白 
编号：XSY816 

12.5" 宽边长方盘 / 哑光白 
编号：XSY818 

6" 面碗 / 哑光黑 
编号：XSY815 

11.5" 长方盘 / 哑光黑 
编号：XSY817 

12.5" 宽边长方盘 / 哑光黑 
编号：XSY819 

小号直身杯 / 哑光黑 
编号：XSY811 

大号直身杯 / 哑光黑 
编号：XSY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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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石系列

瓷板圆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9"/10"/12" 

瓷板长条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4"/16"/18"/20" 

瓷板长方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2"/14"/16" 

瓷板正方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8.5"/10"/12" 

瓷板圆盘 / 边哑光黑内哑白 
型号：9"/10"/12" 

瓷板长条盘 / 边哑光黑内哑白 
型号：14"/16"/18"/20" 

瓷板长方盘 / 边哑光黑内哑白 
型号：12"/14"/16" 

瓷板正方盘 / 边哑光黑内哑白 
型号：8.5"/10"/12" 

瓷板双耳长条盘 / 哑光黑 
型号：14"/16"/18" 

瓷板双耳长条盘 / 哑光白 
型号：14"/16"/18" 

瓷板双耳圆盘 / 哑光黑 
型号：10"/12"/14" 

瓷板双耳圆盘 / 哑光白 
型号：10"/12"/14" 

瓷板双耳门盘 / 哑光黑 
型号：11"/13"/15" 

瓷板双耳门盘 / 哑光白 
型号：11"/13"/15" 

瓷板圆浅盘 / 哑光黑 
型号：8"/9.5"/10.5"

瓷板圆浅盘 / 哑光白 
型号：8"/9.5"/10.5" 

瓷板长方平板盘 / 哑光黑 
尺寸：30×20cm 

瓷板正方平板盘 / 哑光黑 
尺寸：20×20cm

瓷板正方平板盘 / 哑光黑 
型号：10.5"

瓷板正方平板盘 / 木板 
型号：10.5"

瓷板长条平板盘 / 哑光黑 
尺寸：26×12cm

瓷板长条平板盘 / 木板 
尺寸：26×12cm

瓷板长条平板盘 / 哑光黑 
尺寸：30.7×14cm

瓷板长条平板盘 / 哑光黑 
尺寸：35.6×16.5cm

瓷板球拍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1"/13"/15"

瓷板汤盘 / 内亮黑外哑黑 
型号：10"/11"/12" 
 
瓷板有盖汤盘盖 / 黑 
型号：10" 

瓷板有盖汤盘 / 内亮黑外哑黑 
型号：10"

8.75" 圆盘 / 哑光黑 
编号：XSY578 

9.75" 圆盘 / 哑光黑 
编号：XSY579 

8.75"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80 

9.75" 圆盘 / 哑光白 
编号：XSY581 

6.5" 浅碗 / 哑光白 
编号：XSY486 

7.5" 浅碗 / 哑光白 
编号：XSY487 

8.25" 浅碗 / 哑光白 
编号：XSY488 

6.5" 浅碗 / 哑光黑 
编号：XSY582 

7.5" 浅碗 / 哑光黑 
编号：XSY583 

8.25" 浅碗 / 哑光黑 
编号：XSY584 

追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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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系列

圆盘 / 哑光黑
型号：9.75"/10.75"/11.75"/12.75"

正方盘 / 哑光黑
型号：7"/7.75"/8.75"/10.25"/11.75"/14"

长方盘 / 哑光黑
型号：10"/12"/14"/16"

双耳长条盘 / 哑光黑 
型号：14"/16"/18"/20" 

圆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9.75"/10.75"/11.75"/12.75"

正方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7"/7.75"/8.75"/10.25"/11.75"/14" 

长方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0"/12"/14"/16" 

双耳长条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4"/16"/18"/20" 

烤盘 / 哑光黑 
型号：10"12"14" 
 
长条烤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3"/15"/17" 

长条烤盘 / 哑光黑 
型号：13"/15"/17" 

长条深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11"/13"/15" 

长条深盘 / 哑光黑 
型号：11"/13"/15" 

天幕长方深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9"/11"/13" 

天幕长方深盘 / 哑光黑 
型号：9"/11"/13"

浅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7.5" 

饭碗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4.75" 

茶壶 / 哑光黑 
 
茶杯 / 边白内哑光黑 
 
茶杯底碟 / 边白内哑光黑 
 
筷架 / 哑光黑 

汤勺 / 哑光黑 

味碟 / 边白内哑光黑 

深木桶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4.5"/7"/8"/9" 

深木桶盖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4.5"/7"/8"/9"

浅木桶 / 边白内哑光黑 
型号：8"/9"/10" 

长条铁板盘 / 哑光黑 
型号：12.5"/14.5"/18" 

长条盘 / 边白内哑光黑 
尺寸：24X12CM 

圆盘 
型号：9.75"/10.75"/11.75"/12.75" 
 
正方盘 
型号：7"/7.75"/8.75"/10.25"/11.75"14" 
 

长方盘 
型号：10"/12"/14"/16" 
 
天幕双耳长条盘 
型号：14"/16"/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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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系列

9" 浅盘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427 

10.5" 浅盘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428 

12" 浅盘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429 

5.5" 深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67 

6" 深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68 

7" 深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69 

8.25" 浅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83 

10.25" 浅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84 

11.25" 浅碗 / 边白内哑光黑 
编号：XSY885 

哈威斯系列

七字把茶杯 
编号：HWS020 

圆把茶杯 
编号：HWS021 

7" 浅盘 
编号：HWS001 

10" 浅盘 
编号：HWS002 

12" 浅盘 
编号：HWS003 

9" 汤盘 
编号：HWS004 

10" 汤盘 
编号：HWS005 

11" 汤盘 
编号：HWS006 

6" 深碗 
编号：HWS007 

8" 深碗 
编号：HWS008 

9" 深碗 
编号：HWS009 

10" 深碗 
编号：HWS010 

10" 蛋形浅盘 
编号：HWS011 

12" 蛋形浅盘 
编号：HWS012 

14" 蛋形浅盘 
编号：HWS013 

16" 蛋形浅盘 
编号：HWS014 

10" 蛋形深盘 
编号：HWS015 

12" 蛋形深盘 
编号：HWS016 

14" 蛋形深盘 
编号：HWS017 

16" 蛋形深盘 
编号：HWS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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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系列

卢森圆浅盘 / 亮点黑 
型号：
14.5cm/19cm/21cm/23cm/27cm
30.5cm/33.5cm 

卢森圆碗 / 亮点黑 
型号：14cm/19cm/21cm/24cm/29cm

卢森小吃碗 / 亮点黑 
型号：10cm 

卢森饭碗 / 亮点黑 
型号：5" 

卢森面碗 / 亮点黑 
型号：17.5cm 

简约喇叭碗 / 亮点黑 
型号：8" 

卢森三角浅盘 / 亮点黑 
型号：21cm/27cm/28cm 

正方瓦片盘 / 亮点黑 
型号：8"/10" 

帝豪汤盘 / 亮点黑 
型号：10" 

直边浅盘 / 亮点黑 
型号：8.5"/9.5"/10.5" 

卢森苏菲碟 / 亮点黑 
型号：25cm/28cm/31.5cm 

卢森三角圆盘 / 亮点黑 
型号：17.5cm/21cm/28cm 

金御四角浅盘 / 亮点黑 
型号：8.25"/9.5"

卢森带把汤盘 / 亮点黑 
型号：21cm 

长方浅盘 / 亮点黑 
型号：9"/11" 

卢森圆浅盘 / 亮白 
型号：
14.5cm/19cm/21cm/23cm/27cm
30.5cm/33.5cm

卢森圆碗 / 亮白 
型号：14cm/19cm/21cm/24cm/29cm 

卢森小吃碗 / 亮白 
型号：10cm 

卢森饭碗 亮白 / 哑白 
型号：5" 

卢森面碗 / 亮白 
型号：17.5cm 

简约喇叭碗 / 亮白 
型号：8" 

卢森三角浅盘 / 亮白 
型号：21cm/27cm/28cm

正方瓦片盘 / 亮白 
型号：8"、10"

帝豪汤盘 / 亮白 
型号：10" 

直边浅盘 / 亮白 
型号：8.5"/9.5"/10.5" 

卢森苏菲碟 / 亮白 
型号：25cm/28cm/31.5cm 

卢森三角圆盘 / 亮白 
型号：17.5cm/21cm/28cm

金御四角浅盘 / 亮白 
型号：8.25"/9.5"

卢森带把汤盘 / 亮白 
型号：21cm

长方浅盘 / 亮白 
型号：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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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立方系列

10" 正方浅盘 
编号：QXP0850 

12" 正方浅盘 
编号：QXP0851 

14.5" 正方浅盘 
编号：QXP0852 

16" 正方浅盘 
编号：QXP0853 

14.5" 长方盘 
编号：QXP0901 

16.5" 长方盘 
编号：QXP0902 

18.5" 长方盘 
编号：QXP0903 

10.5" 圆盘 
编号：QXP0994 

12" 圆盘 
编号：QXP0907 

14" 圆盘 
编号：QXP0908 

16" 圆盘 
编号：QXP0909 

10.5" 汤盘 
编号：QXP0950 

12" 汤盘 
编号：QXP0951 

10.5" 平盘 
编号：QXP1021 

12" 平盘 
编号：QXP1022 

意境系列

13.5" 蛋形盘 
编号：QXP0761 

15" 蛋形盘 
编号：QXP0762 

17" 蛋形盘 
编号：QXP0763 

19" 蛋形盘 
编号：QXP0764 

21" 蛋形盘 
编号：QXP0765 

8" 深盘 
编号：QXP0766 

10" 深盘 
编号：QXP0767 

12" 深盘 
编号：QXP0768 

14" 深盘 
编号：QXP0769 

9" 浅盘 
编号：QXP0770 

11" 浅盘 
编号：QXP0771 

13" 浅盘 
编号：QXP0772 

9" 圆碗 
编号：QXW0506 

11" 圆碗 
编号：QXW0507 

13" 圆碗 
编号：QXW0508 

11.5" 水果盆 
编号：QXW0692 

9.5" 水果盆 
编号：QXW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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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纹（黄金花纸）
欧式平盘 
规格 :D:30.5cm   H:1.7cm

高脚浅式盘 
规格 :D:21.2cm   H:2.4cm

企口碗 
规格 :D:10.4cm   H:4.9cm

直边碗 
规格 :D:11.4cm   H:4.8cm

直边碗 
规格 :D:12.7cm   H:5.5cm

皇室汤匙 
规格 :D:13.4cm

直边中号咖啡杯 200ml 
规格 :L:11.7cm   W:9.3cm   H:6.9cm   

直边杯底碟 
规格 :D:15.7cm   H:1.2cm

长方椭圆毛巾碟 
规格 :L:17.3cm   W:9.1cm   H:1.5cm

深味碟 
规格 :D:8.9cm   H:2.3cm

丝带筷架 
规格 :L:9.3cm   W:2.7cm   H:1.3cm

烟盅 
规格 :D:9.4cm   H:2.7cm

平盘 
规格 :D:12.9cm   H:1.3cm

圆意壶 800ml 
规格 :L:25.5cm   W:14cm   H:13cm   

蛋形味碟 
规格 :L:8cm   W:6.6cm   H:2.7cm

四联蛋形味碟底座 
规格 :L:28.6cm   W:9.2cm   H:1cm

金钟盖 
规格 :D:24cm   H:13cm

酱油壶 120ml 
规格 :L:9.8cm   W:5.5cm   H:10.5cm   

2 联底座 
规格 :L:16.8cm   W:8.1cm   H:2.7cm

月光底碟 
规格 :D:12.6cm   H:2cm

中金汤盅 
规格 :D:10cm   H:10cm   C:240cc

双耳炖盅 ( 配底碟 )175ml 
规格 : 盅 -L:14cmW:11.5cm H:9.5cm 

中金辽参盅连底座 
规格 :D:17.8cm   H:12.5cm

中金有盖鲍鱼盘 
规格 :D:26.7cm   H:10.8

展示盘底座 
规格 :D:32.7cm   H:2.7cm

欧式平盘 
编号 :KJ0012-717 
规格 :D:30.5cm   H:1.7cm

高脚浅式盘 
编号 :KJ1459-717 
规格 :D:21.2cm   H:2.4cm

企口碗 
编号 :KJ1262-717 
规格 :D:10.4cm   H:4.9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4-717 
规格 :D:11.4cm   H:4.8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5-717 
规格 :D:12.7cm   H:5.5cm

皇室汤匙 
编号 :KJ1269-717 
规格 :D:13.4cm

中金咖啡杯 180cc 
编号 :KJ1769-717 
规格 :L:10.9cm   W:8.9cm   H:6.2cm   

月光底碟 
编号 :KJ1649-717 
规格 :D:12.6cm   H:2cm

中金咖啡壶 180cc 
编号 :KJ1779-717 
规格 :L:21.5cm W:11.8cm H:15.4cm   

月亮椭圆碟 
编号 :KJ1695-717 
规格 :L:15.7cm   W:8cm   H:1.5cm

丝带筷架 
编号 :KJ1497-717 
规格 :L:9.3cm   W:2.7cm   H:1.3cm

深味碟 
编号 :KJ0970-717 
规格 :D:8.9cm   H:2.3cm

椭圆形有盖烟盅 
编号 :KJ1777-717 
规格 :L:12cm   W:6cm   H:3.8cm

金钟盖 
编号 :KJ1660-717 
规格 :D:24cm   H:13cm

展示盘底座 
编号 :KJ1768-717 
规格 :D:32.7cm   H:2.7cm

中金酱醋壶 100cc 
编号 :KJ1773-717 
规格 :L:12.4cm   W:6.9cm   H:8.5cm   

2 联底座 
编号 :KJ1775-717 
规格 :L:16.8cm   W:8.1cm   H:2.7cm

中金前菜碟 
编号 :KJ1774-717 
规格 :D:7.5cm   H:4cm

3 联底座 
编号 :KJ1776-717 
规格 :L:24cm   W:8.1cm   H:2.7cm

中金汤盅 
编号 :KJ1770-717 
规格 :D:10cm   H:10cm    C:240cc

中金辽参盅连底座 
编号 :KJ1771-717 
规格 :D:17.8cm   H:12.5cm

中金有盖鲍鱼盘 
编号 :KJ1772-717 
规格 :D:26.7cm   H:10.8

芙花弄影（高温釉中彩 + 黄金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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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蝶（高温釉中彩 + 铂金花纸、铂金边）

欧式平盘 
编号 :KJ0012-716 
规格 :D:30.5cm   H:1.7cm

高脚浅式盘 
编号 :KJ1459-716 
规格 :D:21.2cm   H:2.4cm

企口碗 
编号 :KJ1262-716 
规格 :D:10.4cm   H:4.9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4-716 
规格 :D:11.4cm   H:4.8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5-716 
规格 :D:12.7cm   H:5.5cm

皇室汤匙 
编号 :KJ1269-716 
规格 :D:13.4cm

直边中号咖啡杯 200ml 
编号 :KJ1544-716 
规格 :L:11.7cm   W:9.3cm   H:6.9cm   

直边杯底碟 
编号 :KJ1546-716 
规格 :D:15.7cm   H:1.2cm

长方椭圆毛巾碟 
编号 :KJ1111-716 
规格 :L:17.3cm   W:9.1cm   H:1.5cm

深味碟 
编号 :KJ0970-716 
规格 :D:8.9cm   H:2.3cm

丝带筷架 
编号 :KJ1497-716 
规格 :L:9.3cm   W:2.7cm   H:1.3cm

烟盅 
编号 :KJ0261-716 
规格 :D:9.4cm   H:2.7cm

平盘 
编号 :KJ0001-716 
规格 :D:12.9cm   H:1.3cm

圆意壶 800ml 
编号 :KJ1583-716 
规格 :L:25.5cm   W:14cm   H:13cm   

蛋形味碟 
编号 :KJ1519-716 
规格 :L:8cm   W:6.6cm   H:2.7cm

四联蛋形味碟底座 
编号 :KJ1636-716 
规格 :L:28.6cm   W:9.2cm   H:1cm

金钟盖 
编号 :KJ1660-716 
规格 :D:24cm   H:13cm

酱油壶 120ml 
编号 :KJ0317-716 
规格 :L:9.8cm   W:5.5cm   H:10.5cm   

2 联底座 
编号 :KJ1775-716 
规格 :L:16.8cm   W:8.1cm   H:2.7cm

月光底碟 
编号 :KJ1649-716 
规格 :D:12.6cm   H:2cm

中金汤盅 
编号 :KJ1770-716 
规格 :D:10cm   H:10cm   C:240cc

双耳炖盅 ( 配底碟 )175ml 
编号 :KJ0252-716 
规格 : 盅 -L:14cm W:11.5cm  H:9.5cm    

中金辽参盅连底座 
编号 :KJ1771-716 
规格 :D:17.8cm   H:12.5cm

中金有盖鲍鱼盘 
编号 :KJ1772-716 
规格 :D:26.7cm   H:10.8

展示盘底座 
编号 :KJ1768-716 
规格 :D:32.7cm   H:2.7cm

墨韵南国（高温釉中彩 + 黄金边）

欧式平盘 
编号 :KJ0012-718 
规格 :D:30.5cm   H:1.7cm

高脚浅式盘 
编号 :KJ1459-718 
规格 :D:21.2cm   H:2.4cm

企口碗 
编号 :KJ1262-718 
规格 :D:10.4cm   H:4.9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4-718 
规格 :D:11.4cm   H:4.8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5-718 
规格 :D:12.7cm   H:5.5cm

皇室汤匙 
编号 :KJ1269-718 
规格 :D:13.4cm

中金咖啡杯 180cc 
编号 :KJ1769-718 
规格 :L:10.9cm   W:8.9cm   H:6.2cm   

月光底碟 
编号 :KJ1649-718 
规格 :D:12.6cm   H:2cm

中金咖啡壶 180cc 
编号 :KJ1779-718 
规格 :L:21.5cm   W:11.8cm H:15.4cm   

月亮椭圆碟 
编号 :KJ1695-718 
规格 :L:15.7cm   W:8cm   H:1.5cm

丝带筷架 
编号 :KJ1497-718 
规格 :L:9.3cm   W:2.7cm   H:1.3cm

深味碟 
编号 :KJ0970-718 
规格 :D:8.9cm   H:2.3cm

椭圆形有盖烟盅 
编号 :KJ1777-718 
规格 :L:12cm   W:6cm   H:3.8cm

金钟盖 
编号 :KJ1660-718 
规格 :D:24cm   H:13cm

展示盘底座 
编号 :KJ1768-718 
规格 :D:32.7cm   H:2.7cm

中金酱醋壶 100cc 
编号 :KJ1773-718 
规格 :L:12.4cm   W:6.9cm   H:8.5cm   

2 联底座 
编号 :KJ1775-718 
规格 :L:16.8cm   W:8.1cm   H:2.7cm

中金前菜碟 
编号 :KJ1774-718 
规格 :D:7.5cm   H:4cm

3 联底座 
编号 :KJ1776-718 
规格 :L:24cm   W:8.1cm   H:2.7cm

中金汤盅 
编号 :KJ1770-718 
规格 :D:10cm   H:10cm    C:240cc

中金辽参盅连底座 
编号 :KJ1771-718 
规格 :D:17.8cm   H:12.5cm

中金有盖鲍鱼盘 
编号 :KJ1772-718 
规格 :D:26.7cm   H: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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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影（铂金、耐磨黄金花纸 + 手描铂金）

欧式平盘 
编号 :KJ0012-132 
规格 :D:30.5cm   H:1.7cm

高脚浅式盘 
编号 :KJ1459-132 
规格 :D:21.2cm   H:2.4cm

企口碗 
编号 :KJ1262-132 
规格 :D:10.4cm   H:4.9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4-132 
规格 :D:11.4cm   H:4.8cm

直边碗 
编号 :KJ1535-132 
规格 :D:12.7cm   H:5.5cm

皇室汤匙 
编号 :KJ1269-132 
规格 :D:13.4cm

直边中号咖啡杯 200ml 
编号 :KJ1544-132 
规格 :L:11.7cm   W:9.3cm   H:6.9cm   

直边杯底碟 
编号 :KJ1546-132 
规格 :D:15.7cm   H:1.2cm

长方椭圆毛巾碟 
编号 :KJ1111-132 
规格 :L:17.3cm   W:9.1cm   H:1.5cm

深味碟 
编号 :KJ0970-132 
规格 :D:8.9cm   H:2.3cm

丝带筷架 
编号 :KJ1497-132 
规格 :L:9.3cm   W:2.7cm   H:1.3cm

烟盅 
编号 :KJ0261-132 
规格 :D:9.4cm   H:2.7cm

平盘 
编号 :KJ0001-132 
规格 :D:12.9cm   H:1.3cm

圆意壶 800ml 
编号 :KJ1583-132 
规格 :L:25.5cm   W:14cm   H:13cm   

蛋形味碟 
编号 :KJ1519-132 
规格 :L:8cm   W:6.6cm   H:2.7cm

四联蛋形味碟底座 
编号 :KJ1636-132 
规格 :L:28.6cm   W:9.2cm   H:1cm

金钟盖 
编号 :KJ1660-132 
规格 :D:24cm   H:13cm

酱油壶 120ml 
编号 :KJ0317-132 
规格 :L:9.8cm   W:5.5cm   H:10.5cm   

2 联底座 
编号 :KJ1775-132 
规格 :L:16.8cm   W:8.1cm   H:2.7cm

月光底碟 
编号 :KJ1649-132 
规格 :D:12.6cm   H:2cm

中金汤盅 
编号 :KJ1770-132 
规格 :D:10cm   H:10cm   C:240cc

双耳炖盅 ( 配底碟 )175ml 
编号 :KJ0252-132 
规格 : 盅 -L:14cm  W:11.5cm H:9.5cm   

中金辽参盅连底座 
编号 :KJ1771-132 
规格 :D:17.8cm   H:12.5cm

中金有盖鲍鱼盘 
编号 :KJ1772-132 
规格 :D:26.7cm   H:10.8

展示盘底座 
编号 :KJ1768-132 
规格 :D:32.7cm   H:2.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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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U1799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玫瑰金精灵经典火锅套装

经典火锅 3

型号：U1794
规格：14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790
规格：15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791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精灵传奇火锅套装

金色精灵经典火锅套装

精灵经典火锅套

经典火锅 1

精灵经典火锅套装

经典火锅 2

型号：U1771G型号：U1791G 型号：U1771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773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本色经典青花经典套装 瓶装气 白牡丹经典套装

型号：2340
规格：25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803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8401
规格：600ml

型号：U1802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Kisag 瓦氏炉

型号：2344RD

玫瑰经典

电子点火枪

型号：2310 型号：2310R 型号：2344
规格：25cm
材质：不锈钢

本色强悍

金色经典火锅套装

激情强悍

精灵-宝煲

财富经典

玫瑰火锅

型号：U3479
规格：30cm

型号：U1828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817+UQ188W
规格：17cm
材质：不锈钢

型号：U1814+U1501
规格：16cm
材质：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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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1461F61
规格：不绣钢，25cm/10" 
功能：切蔬菜、水果、肉类

型号：8321T61
规格：不绣钢  25cm/10"，手柄颜色有黑 . 白 . 红 . 蓝，黄 . 绿 . 咖啡色
功能：切蔬菜、水果、肉类

型号：8321T85
规格：不绣钢  215mm x 114mm  手柄颜色有黑 . 白 . 红 . 蓝，黄 . 绿 . 咖啡色
功能：切蔬菜、肉类

型号：9200T15
规格：不绣钢  25cm/10"
功能：刮平刀

主厨刀

主厨刀

中式片刀

刮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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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802111
规格：

(HK) 陈枝记木柄不锈钢开肚刀 KF2205S

商品名称
太阳星不锈钢食物皿套架
太阳星不锈钢食物皿套架
太阳星不锈钢食物皿套

货号
128951
128952
12895

规格
φ400×305
φ450×310
φ500×315

商品名称
运风式不锈钢双头暖碟车 220V/1.6KW

货号
113512

规格
950×450*H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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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 非标 )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 非标 )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 非标 )

商品名称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锅

商品名称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 非标 )
不锈钢耐用厚底锅 ( 非标 )

商品名称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 (04 款 ) 复合底不锈钢矮锅

货号
101001
101002
101003
101004
101005
101006
101007
101008
101009
101010
101011
101012
101013
101014
101015
101016
101017
101018
101029

货号
101201
101202
101203
101204
101205
101206
101207
101208
101209
101210
101211
101212
101213
101214
101215
101216

货号
101019
101020
101021
101022
101023
101024
101025
101026
101027
101028

货号
101225
101226
101227
101228
101229
101230
101231
101232
101233

规格
φ200×200×3.0 6L
φ250×250×3.0 12L
φ280×280×3.0 17L
φ300×300×3.0 21L
φ320×320×3.0 25L
φ360×360×3.0 36L
φ400×400×3.0 50L
φ450×450×3.0 71L
φ500×500×3.0 98L
φ500×600×3.0 115L
φ550×550×3.0 130L
φ550×600×3.0 142L
φ550×700×3.0 166L
φ600×600×3.0 170L
φ600×700×3.0 198L
φ600×800×3.0 225L
φ700×700×3.0 265L
φ700×800×3.0 300L
φ800×800×3.0 400L

规格
φ200×200×0.8 6L
φ250×250×0.8 12L
φ280×280×0.8 17L
φ300×300×0.8 21L
φ320×320×0.8 25L
φ360×360×1.0 36L
φ400×400×1.0 50L
φ450×450×1.2 71L
φ500×500×1.2 98L
φ500×600×1.2 115L
φ550×550×1.2 130L
φ550×600×1.2 142L
φ550×700×1.2 166L
φ600×600×1.2 170L
φ600×700×1.2 198L
φ600×800×1.2 225L

规格
φ300×200×3.0 14L
φ320×220×3.0 17L
φ360×240×3.0 24L
φ400×260×3.0 32L
φ450×280×3.0 44L
φ500×300×3.0 58L
φ550×350×3.0 83L
φ600×400×3.0 113L
φ700×450×3.0 170L
φ800×500×3.0 250L

规格
φ200*H75×0.8 2L
φ250*H90×0.8 4L
φ280*H95×0.8 6L
φ300*H105×0.8 8L
φ320*H120×0.8 10L
φ360*H140×1.0 14L
φ400*H150×1.0 18L
φ450*H170×1.2 27L
φ500*H180×1.2 35L

商品名称
△ ( 拆装式 ) 小号三层钢餐车
△ ( 拆装式 ) 中号三层钢餐车
△ ( 拆装式 ) 大号三层钢餐车

商品名称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不锈钢锤印双耳圆形菜碟

商品名称
不锈钢蛋形双耳煎盆
不锈钢蛋形双耳煎盆
不锈钢蛋形双耳煎盆
不锈钢蛋形双耳煎盆

货号
112301
112302
112303

货号
163721
163722
163723
163724
163725
163726

货号
102021
102022
102023
102024

规格
750×400×835
850×450×900
950×500×950

规格
φ140*H22×0.8
φ160*H25×0.8
φ180*H32×0.8
φ200*H35×0.8
φ220*H37×0.8
φ240*H37×0.8

规格
φ250×170×36×1.2
φ300×200×41×1.2
φ350×230×46×1.5
φ400×260×52×1.5

商品名称
△ ( 拆装式 ) 不锈钢单盆饼盆车 16 盆

货号
113101

规格
470×620×1735

商品名称
三叉星不锈钢加厚香槟桶

货号
123304

规格
φ230*H220

商品名称
三叉星全不锈钢香槟桶架

货号
123315

规格
φ245*H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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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铝制复合底雪平锅
铝制复合底雪平锅
铝制复合底雪平锅

商品名称
三层铜精钻无柄汁锅
三层铜精钻无柄汁锅
三层铜精钻无柄汁锅
三层铜精钻无柄汁锅

货号
103581
103582
103583

货号
125936
125937
125938
125939

规格
φ150*H70×2.0
φ180*H80×2.0
φ210*H93×2.0

规格
φ40*H32×2.0
φ50*H35×2.0
φ60*H38×2.0
φ70*H41×2.0

商品名称
豪华不锈钢锤印暖菜锅套装

货号
120701

规格
φ340*H810

商品名称
豪华不锈钢锤印暖菜锅套装

货号
120702

规格
φ400*H810

商品名称
小号 V 形不锈钢带脚薯条筒
中号 V 形不锈钢带脚薯条筒
大号 V 形不锈钢带脚薯条筒

商品名称
EAST 胶柄不锈钢加厚扒铲 小号
EAST 胶柄不锈钢加厚扒铲 中号
EAST 胶柄不锈钢加厚扒铲 大号

货号
125341
125342
125343

货号
151125
151126
151127

规格
φ108*H120
φ125*H140
φ146*H160

规格
75×145 3×4.5"
107×178 5×4"
130×205 6×5"

商品名称
不锈钢精钻鼓形食物杯
不锈钢精钻鼓形食物杯
不锈钢精钻鼓形食物杯

货号
192351
192352
192353

规格
0.2L φ82*H75
0.3L φ82*H92
0.5L φ94*H108

商品名称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用锅
三层铜精钻商

商品名称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铜三层锤印高身汁锅

货号
104201
104202
104203
104204
104205
104206
104211
104212
104213
104214
104215
104216

货号
102621
102622
102623
102624
102625
102626
102627
102628
102629
102630
102631
102632

商品名称
EAST 胶柄不锈钢直吻刀 白色胶柄
EAST 胶柄不锈钢直吻刀 白色胶柄
EAST 胶柄不锈钢直吻刀 白色胶柄
EAST 胶柄不锈钢直吻刀 白色胶柄
EAST 胶柄不锈钢厨师刀 白色胶柄

货号
151141
151142
151143
151144
151031

规格
8 寸
10 寸
12 寸
14 寸
6 寸 160mm

规格
φ200*H70×2.5
φ250*H85×2.5
φ280*H100×2.5
φ300*H110×3.0
φ320*H120×3.0
φ360*H140×3.0
φ200*H140×2.5
φ250*H160×2.5
φ280*H180×2.5
φ300*H200×3.0
φ320*H220×3.0
φ360*H240×3.0

规格
φ 80*H 70×2.0
φ100*H 75×2.0
φ120*H 85×2.0
φ140*H 95×2.0
φ160*H105×2.0
φ180*H115×2.0
φ200*H125×2.5
φ220*H135×2.5
φ240*H145×2.5
φ260*H150×2.5
φ280*H160×2.5
φ300*H1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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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哲通版方盒 350 毫升
编号：HZ-TF-350
规格：140×140×44mm

华哲通版方盒 500 毫升
编号：HZ-TF-500
规格：185×130×45MM

华哲通版方盒 650 毫升
编号：HZ-TF-650
规格：185×125×55mm

华哲通版方盒 750 毫升
编号：HZ-TF-750
规格：190* 125×57mm

华哲通版圆盒 450 毫升
编号：HZ-TY-450
规格：62mm

华哲通版圆盒 850 毫升
编号：HZ-TY-850
规格：60mm

华哲通版圆盒 1000 毫升
编号：HZ-TY-1000
规格：80mm

华哲通版圆盒 1200 毫升
编号：HZ-TY-1200
规格：82mm

华哲通版方盒 1000 毫升
编号：HZ-TF-1000
规格：200×142×66mm

华哲通版轻食盒 850 毫升
编号：HZ-TQS-850
规格：224×128×53mm

华哲通版轻食盒 950 毫升
编号：HZ-QS-950
规格：210×114×66mm

华哲通版轻食盒 1000 毫升
编号：HZ-TQS-1000

华哲通版圆盒 1500 毫升
编号：HZ-TY-1500
规格：80mm

华哲通版三格盒 1000 毫升
编号：HZ-T3G-1000
规格：252×190×51mm

华哲通版四格盒 1000 毫升
编号：HZ-T4G-1000
规格：242×214×48mm

华哲汤面分离面合 / 華哲湯面分離湯合
编号：HZ-TMFLTH
规格：71mm/82mm

华哲通版冒菜盒
编号：HZ-TMC-2500
规格：90mm

华哲饺子套盒
编号：HZ-TSJ-16
规格：232×164×83

七寸（刀、叉、勺）

G-333G-332



单连木框果汁鼎 /6L-13L
编号：W19401-13
规格：300×270×660MM

方形餐炉 / 玻璃盖
编号：J902
规格：400×480×240mm

暖汤煲
编号：D8001
规格：355×350×375

电加热长方形餐炉
编号：J904
规格：580×480×240mm

可视镀铬长方形餐炉
编号：S6801G-1
规格：660×480×420mm

全钢鼓形咖啡鼎
编号：10502
规格：330×24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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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小花

蓝色小花

型号：C045
规格 : 4.5"

型号：C179/C180/C181 
规格：5.6"/6.5"/7.8"

型号：C186/C187/C188/C189/C190  
规格 : 3.6″ /4.4"/5.3"/5.9"/6.6"

型号：C032/C036
规格 : 7"/8.5"

外纹磨砂碗

内外纹磨砂碗 磨砂螺丝圆碗

型号：B198/  B199/B200/B201 
规格 : 7"/8"/9"/10"

型号：B219 
规格 : 8"

型号：B220 
规格 : 9"

型号：B381/B382/B383 
规格 : 4"/4.8"/5.5"

磨砂盘 长方磨砂盘 磨砂长碟 磨砂螺纹圆碟

型号：B386/B387/B388 
规格 : 7.6"/8.6"/9.9"

型号：B395/B396/B397/B398 
规格：8"/9.3"/10.6"11.8"

型号：B400/B403/B404  
规格 : 7.9"/10.6"/11.3"

磨砂圆盘 磨砂长碟 磨砂圆螺纹碟

型号：B408
规格 : 8.8"

型号：B415/B416/B417 
规格 : 7.6"/9.5"/10"

型号：C025 
规格：4.5"

型号：C028  
规格 : 6.5″

磨砂条纹长碟

磨砂浮雕圆碟 石头碗 单色磨沙碗

磨砂方碟

型号：C191/C192/C193/C194
规格 : 9"/9.8"/11"/12.3

型号：D084
规格：4"

型号：D085
规格 : 4.5"

型号：D095

汤匙

磨砂螺纹大碗

条纹碟 调料碟

型号：D104
规格 : 5"

型号：D105
规格：4"

型号：D107 型号：D155/D156/D157/D158
规格 : 3.5"/4.5"/5.5"/6.5"

磨砂螺纹小圆碗

磨沙托碗

磨砂木纹碗 磨砂勺子

型号：D159
规格 : 3.37"

型号：D160
规格：2.98"

型号：D322
规格：4"

型号：D323
规格 : 5.4"

小碟

口杯

小水杯 小料碟

型号：E048
规格：5.5"

型号：E051/E052
规格：14.3"/16"

型号：E053
规格 : 18"

长方盘（磨砂）异形碗（磨砂） 长方条纹盘（磨砂）

型号：E060/E061
规格 : 11"/12"

型号：E062
规格：7"

型号：E064/E065
规格：10.2"/13.2"

型号：E066/E067
规格 : 10.6"/12.6

豌豆壳盘（磨砂）

二格月牙盘（磨砂）

竹节碗（磨砂） 长盘（磨砂）

型号：E046
规格 : 7.5"

寿司盘（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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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B788/B789
规格：4.5"/7"

型号：C436/C437
规格：7"/9"

型号：B790
规格 : 4.9"

型号：C440/C441
规格 : 8.5"/9.5"

型号：B791/B792/B793
规格 : 7.5"/9"/10.5"

型号：C442/C443
规格 : 8.5"/10"

四方盘 椭圆碗四方碗 三角碗椭圆碗 椭圆碗

型号：B794/B795/B796
规格 : 7"/8.5"/10"

型号：D395
规格 : 5"

型号：B797/B798
规格：7"/9"

型号：D403
规格：3.4"

型号：B799/B800
规格 : 5.5"/7.5"

型号：D404
规格 : 5.3"

型号：B801
规格 : 7.5"

型号：D405
规格 : 7.7"

三角碗 三格酱料碟

圆盘 手柄碗

内螺纹碗 单格酱料碟浮雕三角碗 双格酱料碟

型号：B802/B803
规格 : 8"/9.5"

型号：D406
规格 : 5.5"

型号：B804/B805
规格：6.5"/8"

型号：D407/D408
规格 : 5.5"/6.5"

型号：B806/B807/B808
规格：7"/9.5"/12"

型号：B809/B810
规格 : 11"/13"

长方盘

四边扇形碗 勺子

三角圆碗 异形盘四方盘

型号：B816/B817
规格：7"/9"

型号：C419/C420/C421
规格：4.5"/6"/7.5"

型号：C422/C43/C424
规格 : 5.5"/6.5"/7.5"

圆碗异形盘 圆碗

型号：C425/C426
规格 : 4.5"/5"

型号：C429
规格：8"

型号：C430/C431
规格：10"/8"

型号：C432
规格 : 10"

型号：C433/C434
规格 : 5"/6.5"

圆碗 圆碗

圆碗

圆碗 条纹碗

型号：B811
规格 : 7"

菱形盘

十字草花纹满花 十字草花纹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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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D437/D438/D439
规格：8.3"/9.8"/11.1"

型号：D440/D441/D442
规格 : 9"/10"/11"

型号：D443/D444/D445
规格 : 9.7"/11.2"/12.7"

单耳盘双耳碗 双耳盘

型号：D446/D447
规格 : 8.7"/10"

型号：D449/D450/D451
规格：10.4"/11.5"/12.7"

型号：D452 型号：D453
规格 : 10.4"

双耳盘

单耳盘

双耳盘 勺子

型号：D454
规格 : 9.3"

型号：D456/D457
规格：6"/8"

型号：D458/D459/D460
规格：6"/9"/10"

型号：D461/D462
规格 : 4.5"/6"

碗

双耳盘

盘 方盘

型号：D465
规格：12.7"

型号：D466/D467
规格：4.5"/6"

型号：D468/D469
规格 : 8.5"/9.5"

碗手柄盘 碗

型号：D470/D471
规格 : 8.5"/10"

型号：D473
规格：10"

型号：D474
规格 : 9.2"

型号：D475
规格 : 14"

盘 手柄盘

盘

双耳盘

型号：D463/D464
规格 : 10"/12"

盘

简欧 新品面碗

风花雪月 

星耀海浪纹

墨柳叶 

繁花似锦

尺寸：7.75″ & 8.75″ & 9.75″

型号：C204/C205/C206

规格：225.4×67mm/222.2×77.6mm/247.6×82.6mm

螺纹圆碗

梅兰菊竹

同心纹

蓝螺纹

海之韵

细十草

尺寸：7.9″ & 9″ & 10″

型号：C244/C245/C246

规格：200×57mm/225.4×67mm/251.7×77mm

外纹碗

火影

海浪

鱼骨

竖线条

方格

尺寸：8″

型号：C479/C480/C481

规格：204×81

碗

深浅十草

G-341G-340



淡蓝绿喷点 淡蓝绿喷点

型号：B785/B786
规格：7"/8"

型号：B820
规格：8.5"

型号：B787
规格 : 9"

型号：C001/C002/C003
规格 : 6.3"/7.3"/7.7"

型号：B788/B789
规格 : 4.5"/7"

型号：C419/C420/C421
规格 : 4.5"/6"/7.5"

四方碗

圆碗

腰盘

异形盘

树叶碗

不规则浮雕碗

型号：B790
规格 : 4.9"

型号：C422/C423/C424
规格 : 5.5"/6.5/7.5"

型号：B791/B792/B793
规格：7.5"/9"/10.5"

型号：C425/C426
规格 : 4.5"/5"

型号：B794/B795/B796
规格：7"/8.5"/10"

型号：C427/C428
规格：4.5"/5.5"

型号：B797/B798
规格 : 7"/9"

型号：C429
规格 : 8"

内螺纹碗

圆碗椭圆碗

圆碗

四方盘

圆碗

圆盘

圆碗

型号：B799/B800
规格 : 5.5"/7.5"

型号：C430/C431
规格 : 10"/8"

型号：B801
规格：7.5"/8"

型号：B802/B803
规格：8"/9.5"

型号：C433/C434/C435
规格：5"/6.5"/8"

型号：B804
规格 : 6.5"/8"

三角圆碗

型号：C436/C437
规格 : 7"/9"

三角碗

浮雕三角碗

条纹碗

三角碗 四边扇形碗

圆碗

型号：B809/B810
规格：11"/13"

型号：B811
规格：7"

型号：C442/C443
规格：8.5"/10"

型号：B812/B813
规格 : 10"/12"

长方盘

型号：C444/C445
规格 : 6"/8"

圆碗

长方盘

型号：C440/C441
规格：8.5"/9.5"

椭圆碗

菱形盘

椭圆碗

型号：B814
规格 : 9"

型号：C446
规格 : 8"

型号：C447
规格 : 5"

型号：B815
规格：10"

型号：D395
规格：5"

型号：D399
规格：3.3"

型号：D405
规格：7.7"

型号：B816/B817
规格 : 7"/9"

型号：D396
规格 : 4.6"

型号：D400/D401/D402
规格 : 3"/3.3"

型号：D406
规格 : 5.5"

型号：B818
规格 : 8"

型号：D397
规格 : 7.2"

型号：D403
规格 : 3.4"

型号：D407/D408
规格 : 5.5"/6.5

型号：B819
规格 : 10"

型号：D398
规格 : 4.5"

型号：D404
规格 : 5.3"

型号：C457-C462
规格 : 3.7"-7"

异形盘

四方碗

圆杯

勺子

水滴盘

异形碗

单格酱料碟

异形盘

半圆盘

花型碗

双格酱料碟

圆碗

长方盘

圆碗 异形碗

叶子盘 (60 高）

手柄碗

花边碗

三格酱料碟

型号：B806/B807/B808
规格 : 7"/9.5"/12"

型号：C438/C439
规格 : 8"/9"

四方盘

异形碗

G-343G-342



G-345G-344



G-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