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号 1043102 编号 1043104 编号 1603013

颜色 白色 颜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610×W355×H425mm 规格 规格 L800×W450×H552mm

座便器 Q4 Q9 
Q4 靠墙座便器 Q4 挂墙座便器 Q9 智能座便器

装 材质 陶瓷 材质 材质 陶瓷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落地安装。下(地)排水300mm,
静音喷射虹吸式。智能遥控、缓

降、加温、抗菌座板。自动/手
动冲水，多种清洗方式，除臭烘

干功能。带遥控器

Q9 双冲水面板 Q9 双冲水面板

落地靠墙安装(地面固定)，冲落

式，需另配暗藏水箱。下(地)排
100～150mm/后(墙)排水

185mm。配座板

编号 1047014W 编号 1047014M

颜色 白色 颜色 锻光色

规格 L235×W150×H15mm 规格 L235×W150×H15mm

材质 塑料 材质 塑料

描述 描述

    

哑光。墙面安装，与专用水

箱配套使用。双冲水设计

墙面安装，与专用水箱配套

使用。双冲水设计

  

装

订订

      

线

   

   

装

订

线

   

   



编号 1042086 编号 1042104 编号 1042106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545×W325×H230mm 规格 φ430×H156mm 规格 L505×W510×H190mm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装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1042109 编号 1042103 编号 1442044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600×W505×H190mm 规格 φ430×H156mm 规格 L600×W510×H150mm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1042101 编号 1042011 编号 1042069-E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420×W470×H170mm 规格 L500×W520×H185mm 规格 L575×W475×H215mm 装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半入式安装，单龙头孔，带台面上或挂墙安装。单龙头

 Q2 圆形430台上盆  Q5 方形600台上盆

 Q1 500半入盆  Q4 575半入盆 Q3 方形420台上/挂墙盆

半入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台下安装，无龙头孔，带铬

色溢水孔装饰圈， 11/4"落
水口。带标准台底盆安装件

台面嵌入式安装，无龙头

孔，带铬色溢水孔装饰圈，

11/4"落水口

挂墙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铬色溢水孔装饰圈，11/4"
落水口。带标准挂墙盆安装

件

挂墙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铬色溢水孔装饰圈，11/4"
落水口。带标准挂墙盆安装

件

台上安装方式，无龙头孔，

带铬色溢水孔装饰圈，

11/4"落水口

台面安装。单龙头孔，带铬

色装饰圈溢水孔，11/4"落
水口

面盆 Q1-5 F4 C3 
 Q4 椭圆形545台底盆  Q2 圆形430半嵌入盆  Q1 500挂墙盆

 Q4 600挂墙盆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1442045 编号 1042038 编号 1602021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600×W510×H180mm 规格 L530×W430×H220mm 规格 800(L)×450(W)×190(H)

材质 陶瓷 材质 陶瓷 材质 人造石

描述 描述 描述 按键式跳塞;无排水管

      有溢水孔

嵌入式;单龙头开孔/可开左三孔

   

编号 1692001 编号 DC2.MWS/400 编号 DC2.MWS/480 装

颜色 白色 颜色 不锈钢 颜色 不锈钢

规格 610×505×910 规格 385×390×90 规格 465×355×90mm 订

材质 陶瓷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描述 描述 描述 线

      

   

3mm不锈钢，表面拉丝，

墙面固定(需承重墙),承重

70~100Kg，(带挂墙安装包)
适用F5 方形400台上盆。

半入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铬色溢水孔装饰圈，11/4"
落水口。带标准半入墙盆安

装件

半入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铬色装饰圈溢水孔，11/4"
落水口,带标准半入墙盆安

装件

嵌入式安装，单龙头孔(φ
35mm,可开三孔)，带铬色

溢水孔装饰圈，11/4"落水

口（不提供跳塞）。

台面上或挂墙安装。单龙头

孔，带铬色溢水孔装饰圈，

11/4"落水口。带标准挂墙

盆安装件

 Q5 方形600半入盆  Q6 单孔台上盆

挂墙安装。适用于三孔龙头

(孔间距200mm),带铬色装饰

圈溢水孔,11/4"落水口(不

提供跳塞).净重26.4公斤,

容积7.1公升

C3 人造石800面盆

半入式安装，单龙头孔，带

铬色溢水孔装饰圈，11/4"
落水口。带标准半入墙盆安

装件

3mm不锈钢，表面拉丝。

墙面固定(需承重墙),承重

70~100Kg，(带挂墙安装包)
适用F5 方形480台上盆。

D1 古典方形600柱盆 正方形400面盆金属支架 长方形480面盆金属支架

  



编号 1154028 编号 1154008 编号 1154007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1740×W800×H400mm 规格 L1740×W800×H540mm 规格 L1740×W800×H540mm

装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1154043 编号 1154044 编号 1154045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1690×W800×H555mm 规格 L1750×W750×H580mm 规格 L1920×W1150×H720mm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1044009 编号 1155011 编号 1155007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装 规格 L1380×W690×H400mm 规格 L1700×W800×H570mm 规格 L1700×W800×H570mm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

独立安装。无龙头孔。配溢

水孔式跳塞和伸缩式带返水

弯排水软管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有
溢水孔。配脚踏式跳塞/伸
缩式带反水弯排水软管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有
溢水孔。配脚踏式跳塞/伸
缩式带反水弯排水软管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有
溢水孔。配溢水孔式跳塞/
伸缩式带反水弯排水软管

嵌 式安装 龙 有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不 嵌入立式安装；无龙头孔；

 N1 独立式1900浴缸

嵌入式安装；无龙头孔；配

溢水孔式跳塞/伸缩式带返

水弯排水软管(φ40mm)

台面下安装；无龙头孔；带

安装支架；配溢水孔式跳塞

/伸缩式带返水弯排水软管

(φ40mm)

 N1 独立式1750浴缸

 Q5 嵌入式1400浴缸 Q3 支架式1700标准按摩浴缸 Q3 嵌入式1700标准按摩浴缸

浴缸 Q2 K1 K4 D1 D2 N1 
 Q2 嵌入式1740浴缸  Q2 台下式1740浴缸  Q2 独立式1740浴缸

 N1 独立式1700浴缸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

      

线

   

编号 1154047 编号 1155021 编号 1155012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规格 L1800×W1800×H700mm 规格 L1800×W1800×H700mm 规格 L1850×W1000×H510mm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描述 描述 描述

      

   

装 编号 1155022 编号 1155023 编号 1154036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颜色 白色

订 规格 L1800×W800×H700mm 规格 L1940×W900×H540mm 规格 L1800×W800×H700mm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亚克力 材质 铸铁

线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1154041

颜色 白色

规格 L1800×W900×H615mm

材质 克力

仿古铜裙边；独立式安装；

无龙头孔；配去水及带返水

弯的排水软管

半嵌入安装,无龙头孔,镀锌

独立支脚；配薄形溢水孔式

跳塞,排水软管。触控式电

子控制按钮。20个气泡水疗

喷嘴,16个光纤灯头

K5 半嵌入式1940幻彩按摩浴缸  D2 独立式1800古典浴缸

嵌入式安装。无龙头孔(后
期可开孔),有溢水孔。配溢

水孔式跳塞/伸缩式带反水

弯排水软管

嵌入式安装；无龙头孔(后期可

开孔)；带安装支架。配溢水孔

式跳塞,带反水弯排水软管，触

控式电子控制按钮，18个气泡水

疗喷嘴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不

锈钢支架；配溢水孔式跳

塞,排水软管,触控式电子控

制按钮，16个气泡水疗喷嘴

嵌入安装,无龙头孔,带安装

支架,配溢水孔式跳塞,排水

软管,触控式电制按钮,18个
气泡水疗喷嘴,20个光纤灯

头

 K4 方形嵌入式1800台阶幻彩按摩浴缸

嵌入式安装；无龙头孔；有

溢水孔；配溢水孔式去水跳

塞/伸缩式带返弯水排水软

管(φ40mm)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不

锈钢支架；配溢水孔式跳

塞,排水软管,触控式电子控

制按钮，15个气泡水疗喷嘴

嵌入立式安装；无龙头孔；

不锈钢支架；配溢水孔式跳

塞,排水软管,触控式电子控

制按钮，15个气泡水疗喷嘴

 K4 方形嵌入式1800台阶浴缸  K4 方形嵌入式1800台阶标准按摩浴缸  K1 支架式1850标准按摩浴缸

 D1 独立式1800古典浴缸

材质 亚克力

描述

  

   

独立式安装。无龙头孔。配

溢水孔式跳塞/伸缩式带反

水弯排水软管



编号 2151107 编号 2151217 编号 2151218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三孔 规格 三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装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2151115 编号 2154202M 编号 2154204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三孔 规格 三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2154218M 编号 2155022 编号 2154210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三孔 规格 三孔 规格 三孔 装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全铜 三孔龙头，台面安装。双柄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单孔龙头，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自带跳塞

三孔龙头，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不含上水软管及

跳塞。

三孔龙头，台面安装。双柄

双控，全铜陶瓷阀芯,不含

上水软管及跳塞。

台面安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可旋转水嘴，无

跳塞，400mm编织进水软

管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200mm,不含跳塞(需配置独

立式跳塞)。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230mm。不含跳塞(需配置

独立式跳塞)。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Q1 墙装双控200浴缸龙头

龙头 Q1-6 
 Q5 台装单控面盆龙头  Q5 台装双控面盆龙头  Q6 台装双控面盆龙头

 Q2 台装双控浴缸龙头

 Q3 台装单控L型加高龙头  Q3 墙装双控200面盆龙头  Q5 墙装双控230面盆龙头(明装部分)

 Q6 墙装双控230面盆龙头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2154216M 编号 2154108M 编号 2154213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三孔 规格 二孔 规格 三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2154219M 编号 2157025 编号 2157015 装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三孔 规格 φ100mm 规格 φ300mm 订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塑料 材质 全铜/塑料

描述 描述 描述 线

      

   

编号 2157016 编号 2157017 编号 2157029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φ300mm 规格 单速 规格 单孔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150mm。与暗装阀体

2158003FT配套使用

墙面安装，单速花洒头带防

垢喷嘴，雨淋式出水，出水

角度可调节

墙面安装，单速花洒头带防

垢喷嘴，雨淋式出水，出水

角度可调节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水嘴长度230mm,不
含跳塞(需配置独立式跳塞)。与

暗装阀体2158001FT配套使用

三孔龙头，台面安装。双柄

双控，全铜陶瓷阀芯。不含

上水软管及跳塞。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200mm。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180mm。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配置200长浴缸

水嘴，出水流量≥20L/Min
。与暗装阀体2158003FT配
套使用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全铜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150mm。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Q3 墙装双控200浴缸龙头  Q5 墙装双控150浴缸龙头(明装部分)

 Q6 墙装双控150浴缸龙头(明装部分)

 Q5 吊装雨淋式花洒头  Q5 连杆式花洒套装  Q5 支座式花洒套装

 Q4 墙装花洒头  Q5 墙装雨淋式花洒头

 Q2 墙装双控180浴缸龙头

材质 全铜/塑料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塑料

描述 描述 描述

      

   

天花吊装。雨淋式出水，出

水角度可调节，防水垢喷嘴

墙面安装，单速防水垢手持

花洒，软管长度1500mm，

可调整升降杆(700mm)，含

花洒入墙接头

墙面安装，单速矩形手持花

洒，防水垢喷嘴，1500mm
花洒软管



编号 2159036M 编号 2159044M 编号 2159046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三孔 规格 二孔 规格 三孔

装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2151103M 编号 2153205M 编号 2153207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L165×W165mm 规格 L165×W125mm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2153208M 编号 2159050M 编号 2156303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装 规格 L165×W125mm 规格 三孔 规格 单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墙面暗装，双柄双控，全铜 墙面暗装水嘴长度200mm

墙面暗装，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带陶瓷2路出水

转换器。与暗装阀体

2158002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18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带陶瓷2路出水

转换器。与暗装阀体

2158020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长方形面板。与

暗装阀体2158021FT配套使

用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方形面板，带2
路出水转换器。与暗装阀体

2158007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03FT配套使用

 Q1 墙装双控100龙头手柄连接转换器  Q2 墙装双控200龙头手柄  Q2 墙装双控100龙头手柄连转换器

 Q3 暗装单控淋浴龙头(165方底板)  Q5 暗装单控淋浴龙头(明装部分)

 Q5 暗装单控浴缸/淋浴龙头  Q6 墙装双控100龙头手柄连接转换器

 Q3 暗装单控混水龙头

 Q1 墙装200浴缸水嘴

龙头 Q1 Q2 Q3 Q5 Q6 F2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

      

线

   

编号 2156304 编号 2156232 编号 2603001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规格 L1950×W430mm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装 编号 2603002 编号 2603007 编号 2154208M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订 规格 L1950×W430mm 规格 L1950×W430mm 规格 三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线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2151219M 编号 2155017 编号 2155019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规格 规格 三孔

外挂板，铬色龙头手柄，墙面安

装。单柄双控，2路出水转换

器，单速雨淋式花洒及单速手持

花洒，1500mm花洒软管，自重

28Kg

外挂板，铬色龙头花洒，墙面安

装。单柄双控，2路出水转换

器，单速雨淋式花洒及单速手持

花洒，1500mm花洒软管，自重

28kg

墙面安装。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02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长方形面板，带

2路出水转换器。与暗装阀

体2158022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双柄双控，全铜

陶瓷阀芯，带陶瓷2路出水

转换器。与暗装阀体

2158017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水嘴长度200mm
。G1/2＂接头

外挂板，铬色龙头手柄，墙面安

装。单柄双控，2路出水转换

器，单速雨淋式花洒及单速手持

花洒，1500mm花洒软管，自重

28Kg

墙面暗装水嘴长度230mm
。G1/2＂接头

墙面暗装水嘴长度180mm
。G1/2＂接头

 F2 落地单控面盆龙头  F2 台装双控浴缸龙头

 Q2 墙装180浴缸水嘴

 F2 台装单控浴缸龙头(单孔)

 Q6 墙装230浴缸水嘴  Q3 挂墙式圆形淋浴套装

 Q3 挂墙式方形淋浴套装  Q5 挂墙式椭圆形淋浴套装  F2 墙装双控200面盆龙头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三孔龙头，台面安装。双柄

双控，全铜陶瓷阀芯。不含

上水软管

单孔龙头，台面安装(安装

孔φ35mm)。单柄双控，混

合陶瓷阀芯。300mm长进

水管2根

地面安装固定。单柄双控，

混合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24FT配套使用



编号 2154217M 编号 2154220M 编号 2157059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三孔 规格 三孔 规格 φ250mm

龙头 F2 F3 
 F2 墙装双控180浴缸龙头  F2 墙装双控200浴缸龙头 F2 墙装250雨淋式花洒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装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墙面暗装龙头，双柄双控，

混合陶瓷阀芯，水嘴长度

185mm。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墙面式安装，双柄双控，混

合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01FT配套使用

墙面安装，单速花洒头带防

垢喷嘴，雨淋式出水，出水

角度可调节

F2 吊装250雨淋式花洒  F2 吊装400雨淋式花洒  F3 吸顶装雨淋式圆形500花洒头

编号 2157060 编号 2157062 编号 2157045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φ250mm 规格 φ400mm 规格 φ530mm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天花安装，单速花洒头带防

垢喷嘴，雨淋式出水，出水

角度可调节

天花安装，单速花洒头带防

垢喷嘴，雨淋式出水，出水

角度可调节

吸顶安装，单速防水垢设

计，雨淋式

  

编号 2157058 编号 2157057 编号 2157061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L250×W250mm 规格 L250×W250mm 规格 L400×W400mm 装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墙面安装，单速方形花洒头 天花安装，单速方形花洒头 天花安装，适用水压0 05-

F3 吊装400方形雨淋式花洒 F3 墙装250方形雨淋式花洒 F3 吊装250方形雨淋式花洒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2157046 编号 2153217M 编号 2156305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墙面安装，单速方形花洒头

带防垢喷嘴，雨淋式出水，

出水角度可调节

天花安装，单速方形花洒头

带防垢喷嘴，雨淋式出水，

出水角度可调节

天花安装，适用水压0.05-
0.8MPa。单速方形花洒头

带防垢喷嘴，雨淋式出水，

出水角度可调节

 F2 墙装单控混水龙头 F3 吸顶装雨淋式方形500花洒头  F2 墙装200浴缸水嘴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L530×W530mm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材质 全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吸顶安装，单速防水垢设

计，雨淋式

墙面暗装，单柄双控，混合

陶瓷阀芯。与暗装阀体

2158023FT配套使用

墙面暗装水嘴长度200mm
。G1/2＂接头

编号 2157039 装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速 订

材质 全铜

描述 线

  

 D1 支座式花洒套装

墙面安装。角度可调整花洒

支座。单速手持花洒头，

1500mm花洒软管。G1/2＂

 

1500mm花洒软管。G1/2
接头



2158022FT

2158017FT

  

2158020FT

装   

2158002FT

订    

 2158018FT  

线    

 2158023FT  

   

 2158021FT  

   

装

订

线

装

订

线

阀体

 

 Q5 暗装单控浴缸/淋浴龙头阀体(35阀芯)

 波克/特瑞墙装双控龙头连转换器阀体

 格司墙装双控龙头连转换器阀体

 罗哲/尼澳墙装双控龙头连转换器阀体

 墙装双控淋浴龙头阀体

 F2 暗装单控混水龙头阀体(35阀芯)

 墙装双控淋浴龙头阀体



编号 1146048 编号 1146049 编号 1146050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L695×W78mm 规格 L895×W78mm 规格 L1195×W78mm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装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1146062 编号 1146044 编号 1146065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φ112mm 规格 φ32×51mm 规格 φ1060mm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1146066

颜色 铬色

规格 L840×W880mm 装

材质 不锈钢

描述 订

镜面，墙面安装(带固定安

装件)；带两套浴帘挂环(12
个/套)；带两套白色涤纶浴

帘(2m*2m/套)。

玻璃上安装，适用玻璃厚度

8～10mm。

地面嵌入式安装，重力防臭

型，防反水，防虫鼠；双层

隔栅，可拆卸清洁。适用于

国标50口径排水管路。

淋浴 Q9 F9 
 Q9 淋浴屏地漏面板(700mm)  Q9 淋浴屏地漏面板(900mm)  Q9 淋浴屏地漏面板(1200mm)

不锈钢。地面安装。

 F9 圆形地漏  Q9 淋浴屏柱型拉手  Q9 圆形浴帘架

不锈钢。地面安装。 不锈钢。地面安装。

 Q9 方形浴帘架

镜面，墙面安装(带固定安描述 订

  

线

 

装

订

线

  

镜面，墙面安装(带固定安

装件);带两套浴帘挂环(12个
/套)；带两套白色涤纶浴帘

(2m*2m/套)。

   



编号 1043025 编号 1603010 编号 2601001

颜色 白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L355×W315×H540mm 规格 L100×W105×H65mm 规格 单孔

化妆间 Q9 
 Q9 小便斗  Q9 小便斗暗装感应式冲水器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S)

装 材质 陶瓷 材质 铜 材质 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台面安装。红外感应出水，无暗

藏控制盒。适应水压0.05～
0.8Mpa,出水量5L/min。感应距

离15cm，内置直流碱性电池

(9V)。

墙面安装。红外感应出水，适用

水压0.05-0.8MPa，出水量为3L/
周期,感应距离76mm可调节。内

置4节5#碱性电池(6V)。

挂墙安装,后入水,后排水,带
挂墙安装件及排水配

件,355*315*540mm(自身高

度)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X)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B)  Q9 墙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B)

编号 2601002 编号 2601005 编号 2604001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台面安装；红外感应出水，无暗

藏控制盒。出水量5L/min。感应

距离15cm清洁，内置直流碱性

电池(9V)

台面安装。红外感应出水，电子

控制盒大小为125x120x65mm。

感应距离15cm，内置直流碱性

(6V)

墙面安装。单冷，感应式开启，

一体式设计，无暗藏控制盒。感

应距离为10cm,内置4节7#碱性

电池(6V)。

  

编号 2751101 编号 2751102 编号 2751103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装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 Q9 台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

订 描述 描述 描述

      

线

   

编号 2751104 编号 2759001 编号 4609201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水，电子控制盒大小为

125x120x65mm。节水型设计，

内置直流碱性电池(6V)。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水，电子控制盒大小为

125x120x65mm。节水型设计，

内置直流碱性电池(6V)。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水，电子控制盒大小为

125x120x65mm。节水型设计，

内置直流碱性电池(6V)。

 Q9 墙装感应式单冷面盆龙头  Q9 残障防滑型坐厕扶手 Q9 混温器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单孔 规格 单孔 规格 L650×W80×H250mm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墙面安装。最大静荷载 200kg
。带挂墙安装件，防滑套材质：

抗菌尼龙。不锈钢厚度为1.5mm
。

陶瓷阀芯，配单冷感应龙头使

用，可控制冷热。内置单向阀，

含二条不锈钢编织软管(G1/2接
头)，适用水压0.05～0.8Mpa。

台面安装。出水嘴红外感应出

水，电子控制盒大小为

125x120x65mm。节水型设计，

内置直流碱性电池(6V)。

装 编号 4609202 编号 4609203 编号 4609204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订 规格 L400×W700×H102mm 规格 L600×W450×H400mm 规格 L700×W700×H120mm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线 描述 描述 描述

      

墙面安装。最大静荷载 200kg
。带挂墙安装件，防滑套材质：

抗菌尼龙。不锈钢厚度为1.5mm

墙面安装。最大静荷载 200kg
。带挂墙安装件，防滑套材质：

抗菌尼龙。不锈钢厚度为1.5mm

墙面安装。最大静荷载 200kg
。带挂墙安装件，防滑套材质：

抗菌尼龙。不锈钢厚度为1.5mm

 Q9 残障防滑型淋浴扶手  Q9 残障防滑型小便斗扶手  Q9 残障防滑型面盆扶手

   

编号 4609002 编号 4609001 编号 4609005

颜色 不锈钢拉丝 颜色 不锈钢拉丝 颜色 不锈钢拉丝

规格 L110×W100×H245mm 规格 L260×W152×H290mm 规格 L262×W131×H1310mm

。 。 。

 Q9 墙装感应式皂液瓶  Q9 墙装感应式烘手器  Q9 墙装纸巾盒及垃圾桶组合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描述 描述 描述

      

   

表面拉丝处理，墙面嵌入安装。

适用抽纸尺寸：宽≤120mm  长
≤230mm。厚度为2mm。

挂墙安装。电源：AC200～
240V/50HZ  额定功率：1600W
感应距离 15±3cm 风湿65±5℃
噪音60dB 超时自动停机时间60
±10s

挂墙式安装。感应距离 6cm 皂
液粘稠度2000～5000mpas 储液

量950mL 出液量1～1.5mL/次。

内置6节5#碱性电池(9V)。



编号 4609006 编号 1146067 编号 1146068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规格 L350×W200×H750mm 规格 φ40×40mm 规格 φ42×80mm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材质 不锈钢 装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编号 4157403 编号 4157404 编号 4561001

颜色 铬色 颜色 铬色 颜色 乳白色

规格 φ200mm 规格 L200×W200mm 规格 90x90mm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编号 4561005 编号 4562001 编号 4562005

颜色 水泥色 颜色 乳白色 颜色 水泥色

规格 90x90mm 规格 φ92mm 规格 φ92mm 装

材质 铜 材质 铜 材质 铜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F1 墙装圆形带灯化妆镜  F2 墙装方形带灯化妆镜  A1 方形石英射灯(乳白色)

 A5 方形石英射灯(水泥色)  B1 圆形石英射灯(乳白色)

 Q9 门碰

 304不锈钢，表面拉丝。地

面式安装，橡胶防撞保护

套，带固定安装螺栓。

 Q9 门顶

304不锈钢，表面拉丝。横

向安装(墙面/门扇)，橡胶

防撞保护头，带固定安装螺

丝。

化妆间 Q9、浴室配件、灯具 
 Q9 不锈钢750垃圾桶

不锈钢，表面拉丝处理，独

立地面放置,厚度为2mm

镀银镜片。按钮式开关。镜面角

度可调。8寸镱面，3倍放大，

LED冷光源(功率3W)。电源线明

装(2孔插头)(交流220V/50Hz)。

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B5 圆形石英射灯(水泥色)

镀银镜片。按钮式开关。镜面角

度可调。8寸3倍放大，LED冷光

源(功率3W)。电源线明装(2孔插

头)(交流220V/50Hz)。

天花嵌入式安装(开孔尺寸

80x80mm)。含电子变压器

(12V/60W),含光源

(MR16/12V/50W),含变压器保护

盒(金属)。

描述 描述 描述 订

      

线

   

   

装

订

线

   

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孔尺寸￠80mm)。含电子变压器

(12V/60W),含光源

(MR16/12V/50W)，含变压器保

护盒(金属)。

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孔尺寸φ80mm)。含电子变压器

(12V/60W),含光源

(MR16/12V/50W),含变压器保护

盒(金属)。

金属灯架。天花嵌入式安装(开
孔尺寸80x80mm)。含电子变压

器(12V/60W),含光源

(MR16/12V/50W),含变压器保护

盒(金属)。

   



Q1缓降座板 1048010

五金配件

 

Q2缓降座板 1048007 /★1048017

装

Q3缓降座板 1048008 /★1048018

订订

Q4座板 1048005

线

Q4缓降座板 1048020

Q7缓降座板 1048014

Q9加热座板 1048016

F1缓降座板 1048012

F2缓降座板 1048013 /★1048019

Q91/2"角阀 DC2.4JF02C

Q9编织软管(300mm) DC2.13020930

Q9编织软管(400 ) DC2 13020940Q9编织软管(400mm) DC2.13020940

装 Q9编织软管(500mm) DC2.13020950

订 Q9无溢水孔面盆跳塞(固定式) DC2.20661水 ( )

线 Q9无溢水孔面盆跳塞(固定式) DC2.20661/L

Q9无溢水孔面盆跳塞(按键式) DC2.20852-1

Q9面盆跳塞(按键式) DC2.20852

注：★标识为该产品的新号，新老编号同时为正常销售产品，但座板安装孔距不同，此处涉及的新老编号各自对应新老编号的坐厕产品，不可混用。



Q9面盆T型去水 DC2.20272

五金配件

Q9面盆P型去水连加长连接管 DC2.4QS03C

Q9面盆S型去水连加长连接管 DC2.4QS04C 装

Q9浴缸带返水弯排水软管 DC2.SP1103 订

Q9面盆/浴缸通用去水软管W3浴缸去水弯软管 DC2.SP1102 线

Q9标准挂墙盆安装件 DC2.4JA687005

Q9标准半入盆安装件 DC2.4JA687186

Q9标准台底盆安装件 DC2.4JA687153

Q9洗面器去水配件(柜体式) DC2.4QSKL/B

Q9 洗面器去水配件(柜体式) DC2.4QSPOND/B

Q9 洗面器去水配件(支架式) DC2.4QSPOND/W

Q9 座便器/净身盆/小便斗安装件 DC2 4JA687160 装Q9 座便器/净身盆/小便斗安装件 DC2.4JA687160 装

Q9 盆柱/盖罩墙面安装件 DC2.4JA687190 订

线

Q9 小便斗给排水配件套装 DC2.4JA678210Q9 小便斗给排水配件套装 DC2.4JA678210

Q9 座便器直口接头 DC2.4JTMKS2W

Q9 座便器2CM变距接头 DC2.4JTMK02W

Q9 座便器4CM变距接头 DC2.4JTMK04W



五金配件

Q9 座便器T型管 DC2.4JTMK07

Q9 座便器？型管 DC2.4JTMK08

装 Q9 座便器？型管 DC2.4JTMK09

Q9 座便器(成套)300下排水配件套装 DC2.4ZB07

订

Q9 座便器(标准)300下排水配件套装 DC2.4ZB08

线线

Q9 座便器(靠墙)下排水配件套装 DC2.4ZB09

Q9 座便器排水孔距调节器 DC2.4JTMKS8W

Q9 浴缸70去水(溢水孔式) DC2.10324/70

浴缸90去水(溢水孔式) DC2.10324/90

浴缸110去水(溢水孔式) DC2.10324/110

Q9 浴缸130去水(溢水孔式) DC2.10324/130

Q9 浴缸70去水(薄型溢水孔式) DC2.10329/70

Q9 浴缸90去水(薄型溢水孔式) DC2.10329/90

装 Q9 浴缸110去水(薄型溢水孔式) DC2.10329/110

订 Q9 浴缸130去水(薄型溢水孔式) DC2.10329/130

线 Q9 浴缸去水(脚踏式) DC2.2022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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