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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新城市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1年，位于红岛之滨青岛高新区，是全球规模领先的专业城市美化产品及配套设施的生

产企业，拥有集创意、设计、生产制造的全产业链。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定制户外座椅、户外分类垃圾桶、花箱花钵、路桩、树篦

子、自行车架、公交站亭、地铁灯箱、标识及室内创意家具等系列产品。

• 　　公司系大型专业的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方，生产面积28000余平,生产设备500余台套，拥有一大批专业的创意设计和

研发制造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生产加工成套设备及检验设施，并通过了ISO9001,ISO16949I审核，产品畅销全国乃至全球各

地，受到广大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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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青岛新城市场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质量为本，期间通过了ISO9001,ISO16949I审核，公司产品范围涵盖城市街道家

具、传媒广告设施、环境导向标识、少儿体娱设施、城市雕塑、室内创意家具等，已成型的产品种类超过5000余种；项目覆盖了

酒店、公园、广场、城市社区、商业综合体、科技办公及产业园、城市规划、地铁、专业广告公司、医院、学校、等多个行业。

凭借卓越的创意设计能力、优质快速的生产能力和高效的现场实施能力等全程系统全面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各方客户的广泛的赞誉。

• 　　近几年，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先后申报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及产品外观专利将近300余个，并于2018年获

得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公司多年载誉众多，先后被认定为为“高新技术企业”、“青岛市市级工业设计中

心”、青岛市“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崂山区瞪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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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城市创意科技有限公司设备介绍

       自建标准化厂房25000余平方米， 配备有国际同行业先进机械设

备和配套高精度检测设备数百台，拥有金属真空镀膜、激光切割、数

控冲压、管材锯割、剪板折弯、模具铸造、钣金成型、研磨抛光、金

属表面处理、吸塑成型、数控加工中心、不绣钢加工、型材加工、各

种焊接加工技术以及UV平板喷绘、金属雕刻、亚克力雕刻、木头雕刻、

丝网印刷、蚀刻等工艺与成套生产线。可自主进行自控科技、传媒技

术、导向标识、城市街具、铸造加工、展览展示等多方面产品的设计

制作。

TFC-4020S数控激光切割机

CP4000数控激光切割机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面户外抗UV
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云端  
座椅
规格大小：1600*460*450mm
货       号：BZY-01-01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
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
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

方  舟

户外座椅
规格大小：1600*580*860mm

货  号：BZY-02-01



方舟
户外长椅
规格:1600*500*560mm
货号: BZY-02-02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
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
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



银 河

户外座椅
规格：1600*710*780mm

货号：BZY-03-01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
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
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



银  河

户外座凳
规格：1600*600*520mm

货号： BZY-03-02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
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
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



天平 户外长凳
座椅腿铸铝材质，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椅面部
分不锈钢激光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
规格：1600*480*610mm
货号：BZY-04-01



天平 户外长椅
座椅腿铸铝材质，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椅面部
分不锈钢激光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
规格：1600*580*840mm
货号： BZY-04-02



骑 士

户外休闲座椅
规格：1600/1200*610*800mm

货号：BZY-05-01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
水性木器漆。



骑 士

户外公园长椅
规格：1600/1200*610*800mm

货号：BZY-05-02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
水性木器漆。



骑士

户外公园长凳
规格：1600*500*500mm

货号：BZY-05-03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
水性木器漆。



骑士

公园长凳
规格：1600/1200*500*500mm

货号：BZY-05-04

金属部分铸铝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
水性木器漆。



铸铁

户外座椅
规格：1600*605*840mm

货号：BZY-07-01

金属部分铸铁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
性木器漆。



公 牛

公园椅

2200*640*860mm

货号：BZY-08-01
金属部分耐候碳钢板激光切割焊
接成型，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
碳漆喷涂，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
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塔罗斯

户外座椅
规格：1600*616*832mm

货号： BZY-09-01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
光切割焊接成型，椅面
部分不锈钢材质，表面
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
喷涂。



塔罗斯

户外座凳
规格：1600*455*605mm

货号：BZY-09-02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
光切割焊接成型，椅面
部分不锈钢材质，表面
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
喷涂。



金属部分不锈钢或镀锌
板材质，表面户外抗UV
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
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杜 奥

户外座椅
规格大小：1600*430*450mm

货号：BZY-10-01



金属部分不锈钢或镀锌
板材质，表面户外抗UV
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
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
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杜 奥

长 凳
规格大小：

1600/1300*430*450mm

货号：BZY-10-02



TAKE  
A 
TRIP

古德斯座椅
金属部分耐候碳钢板，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1700*600*785mm

货号：BZY-11-01



TAKE  
A 
TRIP

古德斯座凳
金属部分耐候碳钢板，木材部分进口

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1700*415*440mm

货号：BZY-11-02



金属部分耐候碳钢板，表面户外抗
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部分进
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帕斯菲
座凳
无扶手规格大小：1800*400*400mm
货                 号： BZY-12-02

有扶手规格大小：1800*400*550mm
货                 号：BZY-12-03



卡罗拉
系列

三种座椅：
1.规格大小：
1600*510*430MM
2.规格大小：
1600*595*800MM
3.规格大小：
1600*560*790MM

1 2

3 3



驻泊

户外座凳
规格：1600*570*460mm

货号：BZY-14-01

金属部分铸铁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
性木器漆。



哈德森
长座凳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喷涂

材质

1600*490*420mm

规格

货号
BZY-15-01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喷涂

材质

桌子:1600*750*760mm
凳子:1600*420*460mm

规格

货号
BZY-16-01

户外桌
椅组合



塞尔玛 景观座凳
座凳腿碳钢板材质，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400*450mm
货号：BZY-17-01



水岸座椅
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1580*420*440mm
货号：BZY-18-01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喷涂

材质

1040*405*430mm

规格

货号
BZY-19-01

埃佩克斯
公园椅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喷涂

材质

桌子:1210*1210*750mm
凳子:1010*405*430mm

规格

货号
 BZY-19-02

埃佩克斯
组合凳



波普

户外座椅
规格：1600*620*830mm

货号：BZY-20-01

金属部分铸铁材质，表面户外
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
性木器漆。



保尔顿

室内外两用

座凳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光
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户外抗
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430*450mm
货号：BZY-21-01



湖畔座椅

系列
四种座椅：
1.规格大小：
1600*626*880MM
2.规格大小：
1600*500*445MM
3.规格大小：
1600*626*880MM
4.规格大小：
1600*500*445MM

1 2

4 3



哈布斯堡
长座凳

石材部分五莲红花岗岩，金属部分
不锈钢激光切割焊接成型。

材质

1600*480*400mm

规格

货号
BZY-23-01



金属部分不锈钢激光切割焊接成型。

材质

1600*455*405mm

规格

货号
BZY-23-02

哈布斯堡
景观坐凳



奥古斯都
长座凳

1600*380*410mm

规格

1600*380*380mm

规格

货号
BZY-23-03

货号
BZY-23-04



金属部分不锈钢激光切割焊接成型。

材质

1600*420*1050mm

规格

货号
BZY-24-01

阿波罗
座椅



极雪

户外公园长凳
规格：2000*400*450mm

货号：BZY-25-01

金属部分不锈钢板激光切割焊
接成型，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
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材质

长1700*宽522*高535mm

规格

货号
BZY-26-01

贝恩
坐凳



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材质

长1700*宽675*高875mm

规格

货号
BZY-26-02

贝恩
座椅



洛兰

户外公园座椅
规格：1700*690*685mm

货号：BZY-27-01

金属部分不锈钢板激光切割焊
接成型。



哥特

户外长椅
规格：1600*610*780mm

货号：BZY-28-01

金属部分不锈钢板激光切割焊
接成型，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
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米洛斯
户外座凳
规格:1600*475*460mm
货号: BZY-29-01

金属部分镀锌板材质，
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
碳漆喷涂，木材部分进
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
性木器漆。



拉德伯特 户外座椅
座椅腿铸铁材质，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部
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625*780mm
货号：BZY-30-01



拉德伯特 座椅
座椅腿铸铁材质，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部
分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625*780mm
货号：BZY-30-02



莫里斯

室内外两用

座椅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光
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户外抗
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620*795mm
货号：BZY-31-01



巴洛克

室内外两用

座椅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光
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户外抗
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喷涂。
规格：1600*670*800mm
货号：BZY-32-01



巴洛克

单人户外

座椅

椅腿部分耐候碳钢板激光
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户外抗
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木材
部分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
木器漆喷涂。
规格：800*670*800mm
货号：BZY-32-02



拉斯金

户外

休闲凳

座椅采用不锈钢板激光切割
焊接成型。
规格：1800*400*400mm
货号： BZY-33-01



洛可可户外公园椅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型，木材部分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1600*650*770mm
货号： BZY-34-01



洛可可座凳
金属部分冷轧钢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型，木材部分
进口柳桉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1600*550*430mm
货号：BZY-34-02



阿曼达

花箱

公园椅

金属部分镀锌板切割焊接
成型，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
氟碳漆喷涂，木材部分柳桉
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喷
涂。
规格：1800*500*675mm
货号：BZY-35-01



菲利普

公园座椅

金属部分镀锌板切割焊接
成型，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
氟碳漆喷涂，木材部分柳桉
木，表面户外水性木器漆喷
涂。
规格：2100*520*850mm
货号：BZY-36-01



缪斯石材

靠背公园椅
规格：2000*530*810mm

货号：BZY-37-01

石材部分五莲红花岗岩切割精
凿，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
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雷尔夫

户外座椅
规格：1500*650*800mm

货号：BZY-38-01

材质：
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科拉石材

户外座椅
规格：1820*360*530mm

货号：BZY-39-01

石材部分五莲红花岗岩切割精
凿，木材部分进口柳桉木，表
面户外水性木器漆。



格瑞丝 不锈钢座椅
材质：304/201不锈钢/碳钢板
规格：1800*670*800mm
货号：BZY-40-01



米娅 户外座椅
材质：碳钢+樟子松
规格：1465*450*400mm
货号：BZY-41-01



矢量 公园椅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1640*1680*450mm
货号：BZY-42-01



矢量靠背 公园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格：1600*580*750mm
货号：BZY-42-02



艾尔斯 公园椅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2490*600*625mm
货号：BZY-43-01



西泽 户外座椅
材质：镀锌板/201不锈钢喷漆+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1700*650*840mm
货号：BZY-45-01



飞行  户外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1600*450*450mm
货号：BZY-46-01



布罗斯  公园坐凳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1600*420*450mm
货号：BZY-47-01



布罗斯 组合公园凳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格：桌子:1600*810*780mm
          凳子:1600*420*450mm
货号：BZY-47-02



班纳 公园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600*755*840mm
货  号：BZY-48-01



班纳 公园凳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600*575*540mm
货  号：BZY-48-02



舍曼艺术 座椅
材质：碳钢+塑木
规  格：2450*840*1000mm
货  号：BZY-49-01



双子座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1800*800*420mm
货  号：BZY-50-01



卡洛儿 户外座椅
材质：304/201不锈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400*560*780mm
货  号：BZY-51-01



雷文斯 公园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竹木
规  格：1800*620*750mmmm
货  号：BZY-52-01



夏洛特 公园凳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700*450*450mmmm
货  号：BZY-53-01



洛伊斯 公园凳
材质：304/201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1500*450*450mm
货  号：BZY-54-01



纳斯 座椅
材质：软包靠背座面白色
规  格：1060*560*780mm
货  号：BZY-55-01



参数切片 座椅
材质：柳桉木
规  格：4000*930*850mm
货  号：BZY-56-01



丹尼斯切片 座椅
材质：不锈钢
规  格：长4000*宽1100*高860mm
货  号：BZY-56-02



查尔斯 公园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700*650*800mm
货  号：BZY-57-01



郁金香 座椅
材质：柳桉木
规  格：长9700*宽1800*高500mm
货  号：BZY-58-01



直板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800*480*440mm
货  号：BZY-59-01



贝拉姆 坐凳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2400*630*430mm
货  号：BZY-60-01



布兰德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830*600*790mm
货  号：BZY-61-01



威拉德 座椅
材质：201不锈钢
规  格：长2110*宽1200*高750mm
货  号：BZY-62-01



波洛克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1600*450*450mm
货  号：BZY-63-01



米勒 长凳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长1500*宽505*高450mm
货  号：BZY-64-01



兰格 长凳

 材质：304不锈钢+塑木
规  格：长1500*宽400*高400mm
货  号：BZY-65-01



巴顿 座椅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规  格：长2000*宽500*高830mm
货  号：BZY-66-01



巴顿 长凳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规  格：长1400*宽370*高420mm
货  号：BZY-66-02



斯科特 组合座椅

 材质：201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长3500*宽1500*高800mm
货  号：BZY-67-01



塔姆 长凳

 材质：3mm冷轧钢板+柳桉木
规  格：长1700*宽415*高450mm
货  号：BZY-68-01



塔米 长凳

 材质：碳钢板+铝型材仿木纹座面
规  格：长1200*宽420*高430mm
货  号：BZY-69-01



特伦斯 座椅

 材质：3mm冷轧钢板+柳桉木
规  格：长1700*宽600*高785mm
货  号：BZY-70-01



盖伦 座椅

 材质：碳钢+优质海绵+环保皮
规  格：长1200*宽330*高450mm
货  号：BZY-71-01



麦克 座椅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  格：长1600*宽450*高500mm
货  号：BZY-72-01



麦克 座椅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  格：长900*宽900*高420mm
货  号：BZY-73-01



麦克 座椅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规  格：长1800*宽500*高460mm
货  号：BZY-74-01



麦克 座椅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规  格：长2680*宽1100*高600mm
货  号：BZY-75-01



阿郎索 坐凳
材质：碳钢腿+柳桉木
规  格：1800*550*550mm
货  号：BZY-76-01



默尔 座椅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规  格：2000*510*790mm
货  号：BZY-77-01



拉金景观 座椅(带灯)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2000*500*2500mm
货  号：BZY-78-01



博伊德 座椅
材质：碳钢板
规  格：1800*790*905mm
货  号：BZY-79-01



奥尔德斯 长凳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  格：1500*515*455mm
货  号：BZY-80-01



罗纳德组合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1800*1160*750mm
货  号：BZY-81-01



克莱因三角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塑木
规  格：2200*2200*450mm
货  号：BZY-82-01



奈特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塑木
规  格：2500*450*450mm
货  号：BZY-83-01



索普户外桌椅组合
材质：201不锈钢+塑木
规  格：桌800*800*750mm，椅600*530*870mm
货  号：BZY-84-01



曼哈顿  桌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2020*1650*720mm
货  号：BZY-85-01



贝里 座椅
材质：碳钢+圆管
规  格：1600*500*450mm
货  号：BZY-86-01



诺瓦 座凳
材质：碳钢板+多层实木板
规  格：1000*600*H470mm
货  号：BZY-87-01



诺瓦室内 座椅
材质：碳钢板+多层实木板
规  格：直径3200*高度870mm
货  号：BZY-87-02



奈哲尔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菠萝格木
规  格：φ2500mm*H950mm
货  号：BZY-88-01



班森 座椅
材质：柳桉木+碳钢板
规  格：1400*415*530;  1600*600*790;  2000*600*790mm
货  号：BZY-89-01



奥莱卡切片 座凳
材质：橡胶木指接板
规  格：2646*868*900mm
货  号：BZY-90-01



威克斯参数 座椅
材质：橡胶木指接板
规  格：1980*550*450mm
货  号：BZY-90-02



阿拉丁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2000*560*450mm
货  号：BZY-91-01



艾薇儿 座椅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  格：1800*1850*730mm
货  号：BZY-92-01



材质：橡胶木指接板
规  格：3000*630*670mm
货  号：BZY-93-01

思雨切片参数 座椅



材质：橡胶木指接板
规  格：2688*832*953mm
货  号：BZY-94-01

凌睿切片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不带桌子：1630*600*930mm
              带桌子：1630*780*930mm
货  号：BZY-95-01

乔治躺椅



材质：橡胶木指接板
规  格：直径3550*H580mm
货  号：BZY-96-01

皮克切片参数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1780*1628*740mm
货  号：BZY-97-01

琥珀连体 座椅



材质：碳钢板外喷仿石漆+柳桉木
规  格：2800*500*450mm
货  号：BZY-98-01

露娜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鹅卵石
规  格：2000*450*450mm
货  号：BZY-99-01

南弦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鹅卵石
规  格：2000*450*450mm
货  号：BZY-99-02

温暖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2410*685*480mm
货  号：BZY-100-01

戚年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2100*1640*730mm
货  号：BZY-101-01

马萨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樟子松
规  格：1600*705*820mm
货  号：BZY-102-01

维雅 座椅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
规  格：2000*1100*850mm
货  号：BZY-103-01

劳卡花箱式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 1500/2000/2300*1500/2000/2300*900mm
               尺寸可定制
货  号：BZY-104-01

洛夫花箱式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3000*1000*450mm
货  号：BZY-105-01

天路花箱式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φ1800/2400*H780mm
货  号：BZY-106-01

园洲围树 座椅



材质：碳钢+柳桉木
规  格：1800*570*755mm
货  号：BZY-107-01

米娜户外 座椅



材质：201不锈钢+防腐木
规  格：1800*600*900mm
货  号：BZY-108-01

米诺户外 座椅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  格：L1600*W560*H795mm
货  号：BZY-109-01

爱丁堡 座椅



材质：碳钢板/不锈钢
规  格：A款:L1625*W620*H820mm
             B款:L1625*W620*H820mm
             C款:L2165*W620*H820mm
             D款:L2165*W620*H820mm
货  号：BZY-110-01

弗兰克 座椅



材质：不锈钢
规  格：长1800*宽620*高800mm
货  号：BZY-111-01

丛容户外 座椅



材  质：碳钢板+不锈钢管
规  格：长2000*宽650*高800mm
货  号：BZY-111-02

余欢弧度 座椅



考特尼 熄烟柱
材质：镀锌板
规格：255*255*1138mm
货号：LJT-01-01



科隆 垃圾桶
材质：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φ400*H850mm
厚度：2mm
货号：LJT-02-01



奥拉 垃圾桶
材质：镀锌板+塑胶木
规格：φ480*H900mm
货号：LJT-03-01



奥拉 垃圾桶
材质：镀锌板+塑胶木
规格：φ480*H900mm
货号：LJT-03-01



瓦尔特户外 垃圾桶
材质：镀锌板
规格：φ672*H1037mm
货号：LJT-04-01



西摩 垃圾桶
材质：201不锈钢原色
规格：L510*W290*H1100mm
货号：LJT-05-01



阿联 垃圾桶
材质：碳钢板+柳桉木
规格：L395*W395*H940mm
货号：LJT-06-01



朝阳 垃圾桶
材质：镀锌板/耐候钢板
规格：L400*W400*H1045mm
货号：LJT-07-01



金姆

不锈钢

垃圾桶

金属部分：不锈钢板
规格：φ400*980mm
厚度：1.5mm
货号：LJT-07-01



阿瑞斯 户外果皮箱
材质：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880*580*1100mm
厚度：   2mm
货号：   LJT-08-01



诺拉 钢木垃圾桶
材质：外部进口柳按木，内胆镀锌板
规格：Φ560*900mm
货号：LJT-09-01



乔治亚罗 户外垃圾桶
外框2mm镀锌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型，0.8mm镀锌板内胆，内
衬3mm亚克力板
规格：535*535*1020mm
货号：LJT-10-01



花瓣  垃圾桶
材质：碳钢板+镀锌板
规格：φ580*990mm
货号：LJT-11-01



波普 户外垃圾箱
材质：外框2mm冷轧钢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型，0.8mm镀锌板
内胆，内衬3mm亚克力板
规格： 620*620*1180mm
货号： LJT-12-01



飞流 垃圾桶
材质：碳钢板外框,镀锌板内胆
规格： L360*W360*H825mm
货号： LJT-13-01



康定 垃圾桶
材质：耐候钢板
规格： φ400*H680mm
货号： LJT-14-01



斯克达

户外垃圾箱
规格：535*535*1020mm

货号：LJT-15-01

外框2mm冷轧钢板激光切割
焊接成型，0.8mm镀锌板内
胆



惠和 垃圾桶
材质：外框4mm冷轧钢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型，表面户外抗UV
高耐候氟碳漆，0.8mm镀锌板内胆，木材进口柳桉木，表面
户外水性木器漆。
规格：460*350*1010mm
货号：LJT-16-01



宠物

垃圾桶

外框2mm镀锌板激光切割焊接
成型，0.8mm镀锌板内胆，内
衬3mm亚克力板
规格：530*320*820mm
货号：LJT-17-01



飞花 垃圾桶
材质：碳钢板
规格：φ650*H870mm
货号：LJT-18-01



云端 户外垃圾桶
材质：铸铝+柳桉木
规格：φ485*925mm
厚度：内胆0.6mm
货号： LJT-19-01



湖畔 垃圾桶
材质：镀锌钢板
规格：φ500*850mm
厚度：2mm
货号：LJT-20-01



赛迪 实木垃圾桶
材质：柳按木、内胆为0.6mm镀锌板
规格：480*550*1030mm
货号：LJT-22-01



钢制 宠物垃圾箱
材质：镀锌板
规格：360*250*1820（箱体高度560）
厚度：2mm
货号：LJT-23-01



宠物 垃圾箱
材质：镀锌板
规格：360*250*1820（箱体高度560）
厚度：2mm
货号：LJT-23-02



曼德 宠物垃圾桶
材质：镀锌板
规格：φ300*2000mm
货号：LJT-23-03



庞贝 户外垃圾桶
材质：外框4mm冷轧钢板，箱体2mm镀锌板，内胆0.6镀锌
板，表面户外抗uv高耐候氟碳漆喷涂
规格：380*315*940mm
厚度：外框4mm 箱体2mm 内胆0.6（mm）
货号：LJT-24-01



阿拉姆 户外垃圾桶
材质：4mm冷轧钢板+进口柳按木
规格：380*380*1050mm
厚度：内胆0.6mm镀锌板
货号：LJT-25-01



博瑞 户外垃圾桶
材质：冷轧钢板+镀锌板
规格：500*500*950mm
厚度：外框3mm内胆0.6mm镀锌板
货号：LJT-26-01



奥若拉 垃圾桶
材质:   304/201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长450*宽350*高900mm
货号：   LJT-27-01



丹尼尔 垃圾桶
材质:   碳钢板+塑木
规格：   直径450*1000mm
货号：   LJT-28-01



埃米 垃圾桶
材质:   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315*315*1140mm
货号：   LJT-29-01



创意简约 垃圾桶
材质:   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315*315*1000mm
货号：   LJT-29-02



时尚简约 垃圾桶
材质:   碳钢+镀锌板
规格：   510*290*1100mm
货号：   LJT-30-01



法里斯 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材质
规格：   620*475*900mm
货号：   LJT-32-01



哈里斯 户外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材质
规格：   φ380*910mm
货号：   LJT-33-01



曼德 宠物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
规格：   220*200*976mm
货号：   LJT-34-01



西奥多 宠物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
规格：  330*438*1977mm
货号：   LJT-36-01



泽维尔 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材质
规格：   直径800*H1180mm
货号：   LJT-37-01



查克 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柳桉木
规格：   540*540*1000mm
货号：   LJT-39-01



兰斯顿 垃圾桶
材质:   碳钢板
规格：   300*300*1000mm
货号：   LJT-40-01



阿拉德 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镀锌板内筒
规格：   500*500*900mm
货号：   LJT-41-01



诺克斯 垃圾桶
材质:   碳钢板+镀锌板内筒
规格：   360*450*900mm
货号：   LJT-42-01



罗马 垃圾桶
材质:   碳钢板+镀锌板内筒
规格：   Φ375*900mm
货号：   LJT-43-01



罗德里克

分类垃圾桶
规格：940*260*985mm

      260*260*985mm                         

货号： FLLJT-01-01

材质：外框2mm镀锌板，内胆
0.6mm镀锌板



佛瑞德

分类垃圾桶
规格：长1200*款380*高930mm                         

货号：FLLJT-02-01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樟子松



达伦

双桶垃圾桶
规格：1000*500*950mm

货号：FLLJT-03-01

材质：外框3mm冷轧钢板，内
胆0.6mm镀锌板



双桶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201/304不锈钢
规格：   800*300*800mm
货号：   FLLJT-04-01



阿瑞斯

四分类垃圾桶
规格：四分类1700*580*1100mm

           两分类880*580*1100mm

货号：FLLJT-05-01

材质：2mm镀锌板、内胆为
0.8mm镀锌板



钢木

四分类垃圾桶
规格：1500*380*1050mm

货号：FLLJT-06-01

材质：4mm冷轧钢板、进口柳
按木、0.6mm镀锌板内胆



钢木

三分类垃圾桶
规格：1125*380*1050mm

货号：FLLJT-06-02

材质：4mm冷轧钢板、进口
柳按木、0.6mm镀锌板内胆



钢木

分类垃圾桶
规格：750*380*1050mm

货号：FLLJT-06-03

材质：4mm冷轧钢板、进口
柳按木、0.6mm镀锌板内胆



布鲁斯 分类垃圾桶
材质:   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600*400*960mm
货号：   FLLJT-07-01



德比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钢板
规格：   360*350*950mm
货号：   FLLJT-08-01



萨桑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钢板+柳桉木
规格：   1020*390*940mm
货号：   FLLJT-09-01



杰西 分类垃圾桶
材质:  304/201不锈钢，0.6mm镀锌板内胆
规格：   740*390*850mm
货号：   FLLJT-10-01



哈里森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1500*500*1330mm
货号：  FLLJT-11-01



科里 分类垃圾桶
材质:  碳钢板+镀锌板
规格：  700*350*1000mm
货号：  FLLJT-12-01



艾罗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880*330*1050mm
货号：  FLLJT-13-01



沃勒 分类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镀锌板内筒
规格：  900*350*900mm
货号：  FLLJT-14-01



韦布  分类垃圾桶
材质:  3mm钢板+镀锌板内筒
规格：  900*350*1000mm
货号：  FLLJT-15-01



韦布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760*400*900mm
货号：  FLLJT-16-01



斯通  分类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镀锌板内筒
规格：  900*350*900mm
货号：  FLLJT-17-01



里安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900*380*950mm
货号：  FLLJT-18-01



昆西  分类垃圾桶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900*330*950mm
货号：  FLLJT-19-01



卡通  分类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镀锌板内筒
规格：  900*400*1000mm
货号： FLLJT-20-01



玛丽  分类垃圾桶
材质:  304不锈钢+镀锌板内筒
规格：  L1240*W350*H1000mm
货号：FLLJT-21-01



梅艾  分类垃圾桶
材质:  201不锈钢+镀锌板
规格：  长780*宽360*高940mm
货号： FLLJT-22-01



格拉斯登  

熄烟柱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L160*W220*H965mm
货号：XYZ-01-01



弧光  

熄烟柱

材质: 307不锈钢
规格： φ127*H900mm
货号： XYZ-02-01



科里斯  

熄烟柱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L260*W260*H985mm
货号： XYZ-03-01



瓦力  

熄烟柱

材质: 碳钢板+304不锈钢拉丝原色
规格： A款:L80*W80*H1000mm
           B款:L120*W80*H1000mm
货号： XYZ-04-01



卡尼  

熄烟柱

材质: 304不锈钢+五连花岗岩
规格： L650*W550*H2200mm
货号： XYZ-05-01



昌西  

熄烟柱

材质: 碳钢板
规格： L165*W150*H900mm
货号： XYZ-06-01



考特尼  

熄烟柱

材质:  镀锌板
规格： L255*W255*H1138mm
货号： XYZ-07-01



费默  

熄烟柱

材质: 耐候钢/碳钢+304不锈钢
规格： L120*W120*H1000mm
货号： XYZ-08-01



集美  

熄烟柱

材质: 上不锈钢+下镀锌管
          整体304不锈钢拉丝原色
规格： φ140*H1135mm
货号： XYZ-09-01



1.5mm厚不锈钢包边，
木头部分为700*30mm
柳按木

布兰奇

钢木花箱
规格大小：

方形：1000*1000*800mm

长款：1000*2000*800mm

货号：HX-01-01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创意

户外花箱
规格：定制

货号：HX-02-01



材质：304/201不锈钢

不锈钢

户外花箱
规格：Φ584*H552mm

      Φ914*H724mm

货号：HX-03-01



材质：柳桉木/樟子松

钢木

户外花箱
规格：700*700*450mm

      900*900*800mm

      1200*1200*800mm

货号：HX-04-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

不锈钢

组合花箱
规格：380*380*455mm

      760*760*455mm

      1145*1145*455mm

尺寸可以定制

货号：HX-05-01



材质：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不锈钢

花箱
规格：

300*300*800mmmm

尺寸可以定制

货号：HX-05-02



材质：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镀锌板喷漆

不锈钢

道路花箱
规格：

      400*400*1000mm

货号：HX-06-01



材质：
镀锌板
201不锈钢

弗利亚

花箱
规格：

      L880*W270*H1700mm

货号：HX-07-01



材质：
镀锌板

雅露 花箱
规格：

      L900*W270*H900mm

货号：HX-08-01



材质：
镀锌板

德卡斯 花箱
规格：

含灯源:L900*W200*H800mm

不含:L900*W200*H800mm

含灯源:L880*W250*H1700mm

不含:L880*W250*H1700mm

货号：HX-09-01



材质：
1mm镀锌板喷漆
1mm201不锈钢拉丝
1mm201不锈钢喷漆

赫伯特

户外组合花箱
规格：800*300*300mm

      1000*450*450mm

      1400*550*550mm

货  号：HX-10-01



规格:290*290*610mm
        395*395*810mm
        595*300*300mm
        810*405*405mm
        150*150*150mm
        300*300*300mm
        385*385*405mm

肯尼迪

组合花箱
材质：1mm201不锈钢喷漆

      1mm镀锌板喷漆

货  号：HX-11-01



材质：
镀锌板

绿树 花箱
规格：

      带灯:L1200*W310*H900mm

      不带灯:L1200*W310*H900mm

货号：HX-12-01



规格：
460*460*840mm          
460*460*460mm          
1000*460*460mm

佐  伊

钢木花箱
材质：柳按木+镀锌板+镀锌管

货号：HX-13-01



规格：
L160*W160*H235mm         
L350*W350*H510mm         
L350*W350*H1060mm
L700*W350*H510mm

礼盒创意  花箱
材质：镀锌板/201不锈钢/304不锈钢

货号：HX-14-01



规格：
Φ350*H500mm
Φ400*H600mm
Φ450*H700mm
Φ540*H800mm
Φ600*H900mm
Φ670*H1010mm

姬  拉

不锈钢花箱
材质：304不锈钢喷漆/拉丝

      201不锈钢喷漆/拉丝

货号：HX-15-01



规格：L400*W400*H590mm
           L500*W500*H700mm
           L400*W400*H1000mm
           L500*W500*H1100mm     

芬  妮
不锈钢花箱

材质：镀锌板喷漆

      201/304不锈钢拉丝

      201/304不锈钢喷漆

货号：HX-16-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乔  伊

组合花箱
规格：400*400*400mm

      400*400*600mm

      500*500*70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HX-17-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塔罗斯

组合花箱
规则：760*760*1500mm

      700*700*150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HX-18-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苏 珊

不锈钢花钵
规格：

      Φ400*Φ400*h650mm

      Φ400*Φ400*h1000mm

      货号：HX-19-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昆 娜

不锈钢花钵
规格：

      500*425*1000mmm

货号：HX-20-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凯 利

组合花钵
规格：Φ480*965mm

      Φ660*760mm

货号： HX-21-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艾 琳

组合花钵
规格：

Φ670*760mm                                                                  

Φ600*500mm

货号：HX-22-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安 迪

组合花架
规格：305*305*610mm

      730*200*730mm

      730*305*355mm

货号：HX-23-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海 蕾

组合花架
规格：长600*宽250*高650mm

      可定制颜色

货号：HX-24-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罗 斯

组合花箱
规格：350*350*700mm

      380*380*900mm

      400*400*1100mm

货号：HX-25-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达尔西

组合花钵
规格：上350*中500*700mm

      上350*中500*900mm

      上350*中500*1100mm

货号：HX-26-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迪 克

组合花钵
规格：555*440*540mm

      625*525*890mm

      725*610*1050mm

货号：HX-27-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诺克斯

组合花箱
规格：Φ460*450mm

      Φ430*750mm

      Φ380*1150mm

货号：HX-28-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科 腾

组合花钵
规格：Φ620*h530mm

货号：HX-29-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珍 妮

组合花钵
规格：260*260*600mm

      350*350*900mm

      460*350*120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HX-30-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杰西卡

组合花钵
规格：边长500*600mm

      边长500*900mm

      边长500*1200mm

      边长500*1500mm

货号：HX-31-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艾步特

组合花钵
规格：Φ350*h400mm

      Φ350*h600mm

      Φ350*h80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HX-32-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爱得拉

不锈钢花钵
规格：

S形上口径(350*350)*h1200mm

S形上口径(350*350)*h1500mm

S形上口径(350*350)*h1800mm      

M形上口径(350*350)*h1800mm

货号：HX-33-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卡罗琳

组合花箱
规格：

    750*300*450mm

    750*300*700mm

货号：HX-34-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布 特

组合花箱
规格：

    (凸凸型)900*260*600mm

    (凹凸型)900*260*60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HX-35-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拉丝
          304/201不锈钢喷漆

U.N.C

组合花钵
规格：

    (U型)900*300*900mm

    (N型)900*300*900mm

    (C型)900*300*900mm

货号：HX-36-01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304不锈钢+柳桉木

          201不锈钢+柳桉木

秋雨木

组合花箱
规格：500*260*260mm

      500*500*500mm

      800*300*500mm

      1000*300*500mm

货号：HX-37-01



材质：金色

      304不锈钢镀金

巴恩斯

组合花箱
规格：760*380*760mm

      1145*380*455mm

      760*760*760mm

      300*300*300mm

       口1200*下口540*高700mm

货号：HX-38-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201不锈钢喷漆

      304不锈钢喷漆

加兰异形

组合花箱
规格：520*510*380mm

      540*520*1100mm

      535*495*700mm

      货号：HX-39-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304/201不锈钢原色
          304/201不锈钢喷漆

艾伯特

花箱
规格：1000*550*650mm

货号：HX-40-01



材质：锈板+柳桉木

温迪花箱
规格：2200*850*450mm

货号：HX-41-01



材质：锈板

罗齐娜

组合花箱
规格：2630*700*680mm

货号：HX-42-01



材质：镀锌板，201不锈钢，       
304不锈钢

玛德琳

花箱
规格：400*400*550mm

货号：HX-43-01



材质：201不锈钢

乌苏拉

花箱
规格：1200*300*600mm

货号：HX-44-01



材质：304不锈钢+柳桉木

尤娜花箱
规格：1000*480*450mm

货号：HX-45-01



材质：铝型材

尤娜花箱
规格：

800*500*800mm

1200*400*600mm

1000*500*900mm

货号：HX-46-01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纳尔逊 花箱
规格：

2020*1800*850mm

货号：HX-47-01



材质：304不锈钢

丽塔 花箱
规格：

φ280*1065mm

φ430*870mm

货号：HX-48-01



材质：304不锈钢

谢拉组合 花箱
规格：

φ500*500mm

400*400*900mm

货号：HX-49-01



材质：304不锈钢

索尼娅组合花箱
规格：

φ500*500mm

φ250*800mm

φ250*1100mm

货号：HX-50-01



材质：304不锈钢

肖娜 花箱
规格：

φ300*1000mm

φ450*1500mm

货号：HX-51-01



材质：铝板+镀锌板

贝妮塔 花箱
规格：

2100*450*950mm

货号：HX-52-01



材质：铝板+镀锌板

贝斯 花箱
规格：

350*350*500mm

600*600*800mm

货号：HX-53-01



材质：镀锌板喷漆
          201不锈钢拉丝
          201不锈钢喷漆
          304不锈钢拉丝
          304不锈钢喷漆

马来 花箱
规格：

700*400*750mm

700*700*750mm

1000*440*750mm

1000*1000*750mm

货号：HX-54-01



材质：2mm碳钢板或耐候钢

爱诺树池 花箱
规格：
800*800*800mm

1000*1000*800mm

1000*1000*900mm

1000*1000*1000mm

1200*1200*800mm

1200*1200*900mm

1200*1200*1000mm

1200*1200*1200mm

货号：HX-55-01



材质：2mm碳钢板/耐候钢板

硕步树池 花箱
规格：
800*800*800mm

1000*1000*800mm

1000*1000*900mm

1000*1000*1000mm

1200*1200*800mm

1200*1200*900mm

1200*1200*1000mm

1200*1200*1200mm

货号：HX-56-01



材质：2mm碳钢板/耐候钢板

克鲁斯树池 花箱
规格：
φ900*750mm

φ900*900mm

φ1000*750mm

φ1000*900mm

φ1200*900mm

φ1500*900mm

φ2000*900mm

货号：HX-57-01



材质：2mm碳钢板/耐候钢板

薇娅树池 花箱
规格：
φ900*H750mm

φ900*H900mm

φ1000*H750mm

φ1000*H900mm

φ1200*H900mm

φ1500*H900mm

φ2000*H900mm

货号：HX-58-01



材质：镀锌板+柳桉木

佛路 花箱
规格：
L700*W700*H700mm

L800*W800*H800mm

货号：HX-59-01



材质：镀锌板

湖畔 花箱
规格：
φ910*H585mm

货号：HX-60-01



材质：
花箱:碳钢板+304不锈钢
座椅:碳钢+304不锈钢+柳桉木

盖森 花箱座椅组合 
规格：
L1220*W560*H455mm

货号：HX-61-01



材质：镀锌板

瀑布 花箱
规格：
L1000*W400*H1680mm

货号：HX-62-01



材质：镀锌板

远山 花箱
规格：
L800*W360*H1950mm

货号：HX-63-01



艾达 路桩
材质:   铸铝配件,顶部不锈钢球,镀锌管柱
规格：  φ200*H600mm
货号：   BLZ-01-01



埃利亚 路桩
材质:   碳钢材质
规格：  带灯:100*60*1000mm
            不带灯:100*60*1000mm
货号：   BLZ-02-01



洛特 路桩
材质:   碳钢
规格：  80*80*1000mm
货号：   BLZ-03-01



海力雅 路桩
材质:   304不锈钢
规格：  φ219*1015mm
货号：   BLZ-04-01



杜奈 路桩
材质:   碳钢管
规格：  带LED灯：φ114*H1000mm
             不带LED灯:φ114*H1000mm     
货号：   BLZ-05-01



阿马里 路桩
材质:   碳钢
规格：  φ200*800mm
货号：   BLZ-09-01



林恩 铸铁挡车柱
材质:   铸铁
规格：  φ195*1197mm
货号：   BLZ-10-01



哈斯林顿 路桩
材质:   碳钢
规格：  直径60*高620mm
货号：   BLZ-11-01



罗夫斯 路桩
材质:  铸铁
规格：  直径114*高850
货号：  BLZ-12-01



奥尔登 路桩
材质:  碳钢
规格： 直径114*高900mm
货号：  BLZ-13-01



艾贝尔 路桩
材质:  碳钢
规格： 直径168*高900mm
货号：  BLZ-13-02



伯特 路桩
材质: 不锈钢
规格： 直径114*高670mm
货号： BLZ-13-03



达拉斯 路桩
材质: 镀锌管
规格： 直径90*高670mm
货号： BLZ-14-01



恩尼斯 路桩
材质: 镀锌管
规格： 直径89*高650mm
货号： BLZ-15-01



谢菲 路桩
材质: 不锈钢
规格： 直径76*1050mm   尺寸可定制
货号： BLZ-16-01



里奇 路桩
材质: 不锈钢
规格： 直径100*高1300mm
货号： BLZ-17-01



马刀倾斜 路桩
材质: 不锈钢
规格： 直径130*高1300mm
货号： BLZ-18-01



布莱克浦 路桩
材质: 铸铁
规格：直径170*高1190mm
货号： BLZ-19-01



曼彻斯特 路桩
材质: 铸铁
规格：直径227*高1300mm
货号：BLZ-19-02



曼利 路桩
材质: 铸铁
规格：230*230*970mm
货号：BLZ-20-01



克劳德 路桩
材质: 碳钢板
规格：80*80*1000mm
货号：BLZ-21-01



铸铁 船柱
材质: 铸铁
规格：直径240*高256mm
货号：CZ-01-01



规格：
      直径800*1410mm

铸 铁

树篦子
材质：铸铁

货号：TPS-01-01



规格：外径1520mm
          内圆直径500mm
          厚度25mm

梅琳达

树篦子
材质：铸铁

货号：TPS-02-01



规格：
2000*2000*50mm

拉森

树篦子
材质：碳钢板

货号：TPS-03-01



规格：
尺寸可定制

夏琳锈板

树篦子
材质：耐候钢板

货号：TPS-04-01



规格：
尺寸可定制

达西锈板

树篦子
材质：耐候钢板

货号：TPS-04-02



规格：
外φ1600*内φ700*H440mm

道齐

树篦子
材质：碳钢板

货号：TPS-05-01



规格：      
L670*D120*H620mm

倾斜式卡位

停车架
材质：镀锌板

货号：CJ-01-01



规格：      
D63.5*W440*H1040mm

不锈钢

停车架
材质：不锈钢

货号：CJ-02-01



规格：      
L127*D*102*H864mm

直立式

停车架
材质：镀锌板

货号：CJ-03-01



自行车架
货号：CJ-04-01



自行车架
货号：CJ-05-01



自行车架
货号：CJ-06-01



自行车架
货号：CJ-07-01



自行车架
货号：CJ-08-01



规格：      
D800*W80*H750mm

阿道夫

自行车架
材质：碳钢板

货号：CJ-09-01



规格：      
300*70*850mm

维克托

自行车架
材质：304不锈钢

货号：CJ-10-01



规格：      
1800*600*600mm

雅丽英

自行车架
材质：201不锈钢

货号：CJ-11-01



规格：      
700*70*750mm

珀尔

自行车架
材质：碳钢/耐候钢+柳桉木

货号：CJ-12-01



规格：      
540*80*710mm

布洛

自行车架
材质：碳钢+柳桉木

货号：CJ-13-01



规格：      
1010*600*845mm
1510*650*835mm

纬度

自行车架
材质：镀锌板

货号：CJ-14-01



规格：      
600*60*1005mm

罗特

自行车架
材质：碳钢

货号：CJ-15-01



规格：      
L3030*W1515*H810mm
L6060*W1515*H810mm

巴卡

自行车架
材质：304不锈钢

货号：CJ-16-01



规格：      
L135*W160*H750mm

吴钩

自行车架
材质：碳钢

货号：CJ-17-01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