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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
板股票代码: 688179)是集研发、生产及
销售为一体的科研试剂制造商，业务涵
盖高端化学、生命科学、分析色谱及材
料科学四大领域，同时配套少量实验
耗材。公司自主打造“阿拉丁”品牌科研
试剂和“芯硅谷”品牌实验耗材，主要依
托自身电子商务平台（www.aladdin-e.
com）实现线上销售。

自成立以来一直以进口替代为己任，公司坚持打造“阿拉丁”自主试剂品牌。成
立了位于上海化工园区内36000平方米的试剂生产基地，并拥有试剂甲类仓库。阿
拉丁通过自主研发扩充产品线，对于质量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坚持互联网化、电子
化和流程化管理。缓解了国内企业进口试剂价格昂贵、发货周期长等局面，在业
内享有较高声誉。

通过多年的行业深耕和技术积累，公司科研试剂常备库存产品超过3.3万种，
是国内品种最齐全的供应商之一。公司拥有超过14.5万名注册用户，积累了优
质、坚实、广泛的客户群体，覆盖220余家A股上市公司，全部985工程大学、90%
以上211工程大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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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护眼镜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5981-01-12EA
S598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耐磨涂层 ,防雾功能 ,流线贴面型 ,宽挂绳口 ,镜
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开度 :95mm; 单重 :26±3g; 材质 :PC 镜框和镜片 ,

橡胶脚尾 ;镜片表面 :防雾和硬化处理
12EA

S5981-01-1EA
S598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耐磨涂层 ,防雾功能 ,流线贴面型 ,宽挂绳口 ,镜
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开度 :95mm; 单重 :26±3g; 材质 :PC 镜框和镜片 ,

橡胶脚尾 ;镜片表面 :防雾和硬化处理
1EA

S5981

工业安全防护眼镜

眼镜框和镜片采用高级聚碳酸脂制成 , 脚尾 , 鼻粒由橡胶

制成 . 全方位保护眼睛 , 有效防止有害物质冲击或溅入眼

部造成伤害和刺激 , 更能有效阻止化学试剂在实验 , 调配

时飞溅造成的伤害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5990-01-12EA
S5990-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大镜片 ,耐高温 ,耐磨涂层 ,材质 :聚碳酸酯镜框
和镜片 ;颜色 :透明镜框和镜片 ;镜框宽度 :138mm; 镜框高度 :57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40±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2EA

S5990-01-1EA
S5990-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大镜片 ,耐高温 ,耐磨涂层 ,材质 :聚碳酸酯镜框
和镜片 ;颜色 :透明镜框和镜片 ;镜框宽度 :138mm; 镜框高度 :57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40±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EA

S5990-02-1EA
S5990-02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大镜片 ,耐高温 ,抗 UV, 增强透光率 ,材质 :聚碳
酸酯镜框和镜片 ;颜色 :黄色镜框 ,黄色镜片 ;镜框宽度 :138mm; 镜框高度 :57mm; 脚

尾宽度 :95mm; 单重 :40±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加电镀多层水银膜黄色片
1EA

S5990

安全防护眼镜

有效防止灰尘沙料、液体、小碎石、粉石等一些有害物质

正面、侧面直接冲击或溅入眼睛造成材料经过硬膜处理而

成 , 超硬涂层、透光度强 , 具有视野宽阔的特点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135-01-12EA
S4135-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镜框宽度 :134mm; 镜框高

度 :53mm; 脚尾宽度 :90mm; 单重 :32±3g; 材质 :尼龙镜框和脚尾 ,PC 镜片 ;镜片表面 :
硬化处理

12EA

S4135-01-1EA
S4135-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镜框宽度 :134mm; 镜框高

度 :53mm; 脚尾宽度 :90mm; 单重 :32±3g; 材质 :尼龙镜框和脚尾 ,PC 镜片 ;镜片表面 :
硬化处理

1EA

S4135-02-12EA
S4135-02 安全防护眼镜(护目镜 ),透明镜片,耐磨涂层,防雾功能,镜框宽度:134mm;
镜框高度 :53mm; 脚尾宽度 :90mm; 单重 :32±3g; 材质 :尼龙镜框和脚尾 ,PC 镜片 ;镜

片表面 :防雾和硬化处理 ;颜色 :蓝色镜框 ,透明防雾镜片
12EA

S4135-02-1EA
S4135-02 安全防护眼镜(护目镜 ),透明镜片,耐磨涂层,防雾功能,镜框宽度:134mm;
镜框高度 :53mm; 脚尾宽度 :90mm; 单重 :32±3g; 材质 :尼龙镜框和脚尾 ,PC 镜片 ;镜

片表面 :防雾和硬化处理 ;颜色 :蓝色镜框 ,透明防雾镜片
1EA

S4135

安全防护眼镜

镜框、脚尾和脚管采用高级尼龙材料制成 , 镜片采用高级

聚碳酸脂材料制成 . 全方位保护眼睛 , 有效防止有害物质

冲击或溅入眼部造成伤害和刺激 , 更能有效阻止化学试剂

在实验 , 调配时飞溅造成的伤害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261-01-12EA
S426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流线贴面型 ,材质 :聚碳酸
酯镜框和镜片 ,橡胶脚套 ;颜色 :透明镜框 ,黑色脚套 ,透明镜片 ;镜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3±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2EA

S4261-01-1EA
S426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流线贴面型 ,材质 :聚碳酸
酯镜框和镜片 ,橡胶脚套 ;颜色 :透明镜框 ,黑色脚套 ,透明镜片 ;镜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3±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EA

S4261

安全防护眼镜

镜框和镜片采用高级聚碳酸脂材料 , 脚尾采用橡胶制

成 . 能有效防止灰尘沙料、液体、小碎石、粉石等一些有

害物质正面、侧面直接冲击或溅入眼睛造成材料经过硬膜

处理而成 , 超硬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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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264-01-12EA
S4264-01 安全防护眼镜 ,褐色镜片 ,耐高温 ,滤强光 ,流线贴面型 ,镜框宽度 :127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2±3g; 材质 :PC 镜脚和镜片 ,橡胶脚尾 ;镜

片表面 :硬化处理 ;颜色 :褐色镜片
12EA

S4264-01-1EA
S4264-01 安全防护眼镜 ,褐色镜片 ,耐高温 ,滤强光 ,流线贴面型 ,镜框宽度 :127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2±3g; 材质 :PC 镜脚和镜片 ,橡胶脚尾 ;镜

片表面 :硬化处理 ;颜色 :褐色镜片
1EA

S4264

安全防护眼镜

镜框、脚管和镜片均采用高级聚碳酸脂材料制成 . 橡胶脚

尾设计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284-01-12EA
S4284-01 安全防护眼镜(护目镜),时尚小窗设计,耐磨耐摔,耐高温,镜框宽度:141mm;
镜框高度 :47mm;脚尾宽度 95mm;单重 :36±3g;材质 :PC镜片 ,镜框和镜脚 ;镜片表面 :

硬化处理 ;颜色 :黑色镜框 ,透明镜片
12EA

S4284-01-1EA
S4284-01 安全防护眼镜(护目镜),时尚小窗设计,耐磨耐摔,耐高温,镜框宽度:141mm;
镜框高度 :47mm;脚尾宽度 95mm;单重 :36±3g;材质 :PC镜片 ,镜框和镜脚 ;镜片表面 :

硬化处理 ;颜色 :黑色镜框 ,透明镜片
1EA

S4284

安全防护眼镜

镜框、镜脚和镜片采用高级聚碳酸脂材料制成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261-01-12EA
S426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流线贴面型 ,材质 :聚碳酸
酯镜框和镜片 ,橡胶脚套 ;颜色 :透明镜框 ,黑色脚套 ,透明镜片 ;镜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3±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2EA

S4261-01-1EA
S4261-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透明镜片 ,耐磨涂层 ,流线贴面型 ,材质 :聚碳酸
酯镜框和镜片 ,橡胶脚套 ;颜色 :透明镜框 ,黑色脚套 ,透明镜片 ;镜框宽度 :133mm;

镜框高度 :44mm; 脚尾宽度 :95mm; 单重 :23±3g;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1EA

S4233

安全防护眼镜

适合于劳保行业、医院、液体研究、工厂、驾驶、矿业、

石油、钻探、科研、滑雪、动动、野外考察、严重风沙气候、

重度粉尘车间、炼钢厂等场合及环境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312-01-12EA
S4312-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茶色镜片 ,多功能涂层 ,流线贴面型 ,镜框宽

度 :125mm; 镜框高度 :49mm; 脚尾开度 :100mm; 单重 :25±3g; 材质 :PC 镜片 ,尼龙镜框
和镜脚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颜色 :蓝色镜框 ,浅茶色镜片

12EA

S4312-01-1EA
S4312-01 安全防护眼镜 (护目镜 ), 茶色镜片 ,多功能涂层 ,流线贴面型 ,镜框宽

度 :125mm; 镜框高度 :49mm; 脚尾开度 :100mm; 单重 :25±3g; 材质 :PC 镜片 ,尼龙镜框
和镜脚 ;镜片表面 :硬化处理 ;颜色 :蓝色镜框 ,浅茶色镜片

1EA

S4312

安全防护眼镜

镜框和脚尾采用尼龙材质制成 . 镜片采用聚碳酸脂材料制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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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339-01-1EA
S4339-01 安全防护眼罩 ,透气阀设计 ,防雾 ,两侧透明镜体视野更宽 ,镜框材质 :PVC;

镜片材质 :PC; 松紧带材质 :PVC; 松紧带尺寸 :550×12mm; 镜框高度 :72mm; 镜框宽
度 :161mm; 重量 :70±5g; 颜色 :浅兰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1EA

S4339-01-6EA
S4339-01 安全防护眼罩 ,透气阀设计 ,防雾 ,两侧透明镜体视野更宽 ,镜框材质 :PVC;

镜片材质 :PC; 松紧带材质 :PVC; 松紧带尺寸 :550×12mm; 镜框高度 :72mm; 镜框宽
度 :161mm; 重量 :70±5g; 颜色 :浅兰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6EA

S4339-02-1EA
S4339-02 安全防护眼罩,针孔透气设计,防雾,两侧透明镜体视野更宽,镜框材质:PVC;
旁扣材质:PC;镜片材质:PC;松紧带尺寸:550×18mm;镜框高度:73mm;镜框宽度:145mm;

重量 :102±5g; 颜色 :透明镜框 ,透明防雾片
1EA

S4339-02-6EA
S4339-02 安全防护眼罩,针孔透气设计,防雾,两侧透明镜体视野更宽,镜框材质:PVC;
旁扣材质:PC;镜片材质:PC;松紧带尺寸:550×18mm;镜框高度:73mm;镜框宽度:145mm;

重量 :102±5g; 颜色 :透明镜框 ,透明防雾片
6EA

S4339-07-1EA
S4339-07 安全防护眼罩 ,间接透气孔设计 ,防雾 ,镜框材质 :PVC; 镜片材质 :PC; 松紧
带材质:PVC;松紧带尺寸:550×26mm;镜框高度:76mm;镜框宽度:147mm;重量 :95±5g;

颜色 :浅兰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1EA

S4339-07-6EA
S4339-07 安全防护眼罩 ,间接透气孔设计 ,防雾 ,镜框材质 :PVC; 镜片材质 :PC; 松紧
带材质:PVC;松紧带尺寸:550×26mm;镜框高度:76mm;镜框宽度:147mm;重量 :95±5g;

颜色 :浅兰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6EA

S4339-09-1EA
S4339-09 安全防护眼罩 ,透气孔设计 ,防雾 ,镜框材质 :PVC; 旁扣材质 :PC; 镜片材

质:PC;松紧带尺寸:550×26mm;镜框高度:82mm;镜框宽度:135mm;重量:98±5g;颜色:
蓝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1EA

S4339-09-6EA
S4339-09 安全防护眼罩 ,透气孔设计 ,防雾 ,镜框材质 :PVC; 旁扣材质 :PC; 镜片材

质:PC;松紧带尺寸:550×26mm;镜框高度:82mm;镜框宽度:135mm;重量:98±5g;颜色:
蓝色镜框 ,透明防雾片

6EA

S4339

安全防护眼罩

有效防止有害物质冲击或溅入眼部造成伤害和刺激 , 更能

有效阻止化学试剂在实验 , 调配时飞溅造成的伤害 , 有老

花或近视者可直接佩戴 .

安全防护眼罩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153-01-1Kit
A6153-01 镜架式防护面罩套装 ,框架材质 :PET; 框架颜色 :透明 ;罩片材质 :PET; 罩
片尺寸 :240×180mm; 罩片厚度 :0.18mm; 组件内容 :A6153-02 框架×1个 ,A6153-03 备

用罩片×10 片
1EA

A6153-02-10EA A6153-02 镜架式防护面罩 ,框架 ,框架材质 :PET; 框架颜色 :透明 10EA

A6153-02-1EA A6153-02 镜架式防护面罩 ,框架 ,框架材质 :PET; 框架颜色 :透明 1EA

A6153-03-10EA
A6153-03 镜架式防护面罩 ,罩片 ,罩片材质 :PET; 罩片尺寸 :240×180mm; 罩片厚

度 :0.18mm
10EA

A6153-03-50EA
A6153-03 镜架式防护面罩 ,罩片 ,罩片材质 :PET; 罩片尺寸 :240×180mm; 罩片厚

度 :0.18mm
50EA

A6153

镜架式防护面罩

该面罩由镜架、罩片组成 . 透明度好 , 在有效防护的前提

下保证操作者的可视性 , 不影响操作视野 , 呼吸蒸汽不会

附着镜片表面.套头式中,低致敏的泡沫海绵能吸附汗液,

为佩戴提供足够的空间 .

安全防护面罩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1767-01-10EA C1767-01 下巴防护盖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黄色 ;配套面屏 :C1767-05 安全面屏 10EA

C1767

镜架式防护面罩

该面罩由镜架、罩片组成 . 透明度好 , 在有效防护的前提

下保证操作者的可视性 , 不影响操作视野 , 呼吸蒸汽不会

附着镜片表面.套头式中,低致敏的泡沫海绵能吸附汗液,

为佩戴提供足够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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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1763-01-35EA
P1763-01 抗冲击防护面屏 ,防少量熔渣泼溅 ,材质 :聚碳酸酯 ;颜色 :透明 ;尺

寸 :20×39cm; 厚度 :1.0mm; 类型 :铝边加固 ,B 级抗冲击强度 ;用途 :防尘、防泼溅、
防冲击、防穿刺、防热 ;配套头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35EA

P1763-01-5EA
P1763-01 抗冲击防护面屏 ,防少量熔渣泼溅 ,材质 :聚碳酸酯 ;颜色 :透明 ;尺

寸 :20×39cm; 厚度 :1.0mm; 类型 :铝边加固 ,B 级抗冲击强度 ;用途 :防尘、防泼溅、
防冲击、防穿刺、防热 ;配套头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5EA

P1763-03-5EA
P1763-03 抗冲击防护面屏 ,防紫外线 ,材质 :聚碳酸酯 ;颜色 :浅绿 ;尺寸 :20×39cm;
厚度:1.0mm;类型:铝边加固,B级抗冲击强度;用途:遮光号3,防尘、防泼溅、防冲击、

防穿刺、防热、防紫外线 ;配套头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5EA

P1763-04-35EA
P1763-04 抗冲击防护面屏 ,防紫外线 ,材质 :聚碳酸酯 ;颜色 :深绿 ;尺寸 :20×39cm;
厚度:1.0mm;类型:铝边加固,B级抗冲击强度;用途:遮光号5,防尘、防泼溅、防冲击、

防穿刺、防热、防紫外线 ;配套头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35EA

P1763-04-5EA
P1763-04 抗冲击防护面屏 ,防紫外线 ,材质 :聚碳酸酯 ;颜色 :深绿 ;尺寸 :20×39cm;
厚度:1.0mm;类型:铝边加固,B级抗冲击强度;用途:遮光号5,防尘、防泼溅、防冲击、

防穿刺、防热、防紫外线 ;配套头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5EA

P1763-16-35EA
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材质:聚碳酸酯;颜色:透明;尺寸:20×39cm;厚度:0.8mm;
铝边加固 :有 ;抗冲击强度 :B 级 ; 用途 :防尘、防泼溅、防冲击、防穿刺 ;配套头

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35EA

P1763-16-5EA
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材质:聚碳酸酯;颜色:透明;尺寸:20×39cm;厚度:0.8mm;
铝边加固 :有 ;抗冲击强度 :B 级 ; 用途 :防尘、防泼溅、防冲击、防穿刺 ;配套头

盔 :P1763-17,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5EA

P1763-17-35EA
P1763-17 抗冲击防护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黄色 ;配套面屏 :P1763-01,P1763-

03,P1763-04,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
35EA

P1763-17-5EA
P1763-17 抗冲击防护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黄色 ;配套面屏 :P1763-01,P1763-

03,P1763-04,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
5EA

P1763-18-35EA
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橘色 ;配套面屏 :P1763-01,P1763-

03,P1763-04,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
35EA

P1763-18-5EA
P1763-18 抗冲击防护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橘色 ;配套面屏 :P1763-01,P1763-

03,P1763-04,P1763-16 抗冲击防护面屏
5EA

P1763-19-10Sets
P1763-19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1 透明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个 P1763-17 黄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0kit

P1763-19-1Set
P1763-19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1 透明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个 P1763-17 黄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套 1KIT，成

套

P1763-20-10Sets
P1763-20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16 透明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个 P1763-17 黄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0kit

P1763-20-1Set
P1763-20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16 透明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个 P1763-17 黄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套 1KIT，成

套

P1763-21-10Sets
P1763-21 抗冲击防护面罩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3 浅绿色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

个 P1763-18 橘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0kit

P1763-21-1Set
P1763-21 抗冲击防护面罩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3 浅绿色抗冲击防护面屏和 1

个 P1763-18 橘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套 1KIT，成

套

P1763-22-10Sets
P1763-22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4 深绿色抗冲击防护面屏

和 1个 P1763-18 橘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0kit

P1763-22-1Set
P1763-22 抗冲击防护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P1763-04 深绿色抗冲击防护面屏

和 1个 P1763-18 橘色抗冲击防护头盔
1套 1KIT，成

套

P1763

抗冲击防护面罩

面屏用于防护颗粒物 , 液体飞溅 , 金属熔物 , 热固体的喷

溅和撞击 . 面罩均通过最高级别的光学检测 , 包括球面折

射力 , 散光 , 棱镜度 , 漫射光等测试 . 为确保最高光学质

量 , 面屏两侧均贴有保护膜 , 可防止运输时产生刮伤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1767-02-10EA C1767-02 下巴防护盖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蓝色 ;配套面屏 :C1767-05 安全面屏 10EA

C1767-03-10EA C1767-03 下巴防护盖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橘色 ;配套面屏 :C1767-05 安全面屏 10EA

C1767-05-50EA
C1767-05 安全面屏,材质:聚碳酸酯;颜色:透明;尺寸:20×39cm;厚度:1.0mm;类型:
铝边加固 ,B 级抗冲击强度 ;配套头盔 :C1767-06 安全头盔 ;配套下巴防护盖 :C1767-

01,C1767-02,C1767-03 下巴防护盖
50EA

C1767-05-5EA
C1767-05 安全面屏,材质:聚碳酸酯;颜色:透明;尺寸:20×39cm;厚度:1.0mm;类型:
铝边加固 ,B 级抗冲击强度 ;配套头盔 :C1767-06 安全头盔 ;配套下巴防护盖 :C1767-

01,C1767-02,C1767-03 下巴防护盖
5EA

C1767-06-50EA C1767-06 安全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蓝色 ;配套面屏 :C1767-05 安全面屏 50EA

C1767-06-5EA C1767-06 安全头盔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蓝色 ;配套面屏 :C1767-05 安全面屏 5EA

C1767-07-10Sets
C1767-07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2 蓝色下巴防护盖
10kit

C1767-07-1Set
C1767-07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2 蓝色下巴防护盖
1套 1KIT，成

套

C1767-08-10Sets
C1767-08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1 黄色下巴防护盖
10kit

C1767-08-1Set
C1767-08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1 黄色下巴防护盖
1套 1KIT，成

套

C1767-09-10Sets
C1767-09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3 橘色下巴防护盖
10kit

C1767-09-1Set
C1767-09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3 橘色下巴防护盖
1套 1KIT，成

套

C1767-09-1Set
C1767-09 安全面罩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1个 C1767-05 透明安全面屏和 1个 C1767-

06 蓝色安全头盔和 1个 C1767-03 橘色下巴防护盖
1套 1KIT，成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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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F6460-01-1EA
F6460-01 面屏支架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黑色 ;配套面屏 :P1763-01~16 面屏、

C1767-05 面屏
1EA

F6460-01-5EA
F6460-01 面屏支架 ,材质 :ABS 塑料 ;颜色 :黑色 ;配套面屏 :P1763-01~16 面屏、

C1767-05 面屏
5EA

F6460

面屏支架

面屏支架用于结合安全帽和安全面屏 , 让使用者的头和脸

部同时受到保护 . 塑料支架 , 塑料圆形卡槽 , 且带有弹簧

带 , 可以方便、牢固的安装在安全帽上 .

面屏支架 耳塞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1625-02-4EA
E1625-02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包装类型 :5 副散货 ,一个吊卡
4 pairs of（4

副）

E1625-02-5EA
E1625-02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包装类型 :5 副散货 ,一个吊卡
5 pairs of（5

副）

E1625-02-40EA
E1625-02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包装类型 :5 副散货 ,一个吊卡
40 pairs of
（40 副）

E1625-02-200EA
E1625-02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包装类型 :5 副散货 ,一个吊卡
200 pairs of
（200 副）

E1625-04-4EA
E1625-04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4 pairs of（4

副）

E1625-04-5EA
E1625-04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 pairs of（5

副）

E1625-04-40EA
E1625-04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40 pairs of
（40 副）

E1625-04-50EA
E1625-04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25-04-200EA
E1625-04 子弹头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24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0 pairs of
（200 副）

E1625-05-100EA
E1625-05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5-05-10EA
E1625-05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25-05-20EA
E1625-05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5-05-20EA
E1625-05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5

子弹头耳塞

子弹头耳塞采用柔软的 PU 发泡材料 , 经防污处理 , 适用

于旅游 ,乘车船飞机旅行 ,建筑工地 ,工业车间 ,F1赛车 ,

航空等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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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26

圆柱型耳塞

圆柱型耳塞采用柔软的 PU 发泡材料 , 经防污处理 , 适用

于旅游 ,乘车船飞机旅行 ,建筑工地 ,工业车间 ,F1赛车 ,

航空等行业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1625-06-100EA
E1625-06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5-06-10EA
E1625-06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25-06-20EA
E1625-06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5-06-2EA
E1625-06 子弹头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 pairs of（2

副）

E1625-07-20EA
E1625-07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5-07-2EA
E1625-07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 pairs of（2

副）

E1625-07-50EA
E1625-07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25-07-5EA
E1625-07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 pairs of（5

副）

E1625-08-20EA
E1625-08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5-08-2EA
E1625-08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2 pairs of（2

副）

E1625-08-50EA
E1625-08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25-08-5EA
E1625-08 子弹头耳塞,带涤纶绳,材质:PU耳塞,涤纶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24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3 分贝
5 pairs of（5

副）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1626-05-100EA
E1626-05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6-05-10EA
E1626-05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1626-05-200EA
E1626-05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00 pairs of
（200 副）

E1626-05-50EA
E1626-05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26-05-5EA
E1626-05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橙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5 pairs of（5

副）

E1626-06-100EA
E1626-06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6-06-10EA
E1626-06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26-06-200EA
E1626-06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00 pairs of
（200 副）

E1626-06-50EA
E1626-06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26-06-5EA
E1626-06 圆柱型耳塞,无绳,材质:PU;颜色:黄色耳塞;是否绝缘:是;尺寸:13×18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5 pairs of（5

副）

E1626-07-100EA
E1626-07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6-07-10EA
E1626-07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26-07-20EA
E1626-07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6-07-2EA
E1626-07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橙色耳塞,橙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 pairs of（2

副）

E1626-08-100EA
E1626-08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26-08-10EA
E1626-08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26-08-20EA
E1626-08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0 pairs of
（20 副）

E1626-08-2EA
E1626-08 圆柱型耳塞,带PVC绳,材质:PU耳塞,PVC绳;颜色:黄色耳塞,蓝色PVC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3×18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30 分贝
2 pairs of（2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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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656

圣诞树型硅胶耳塞

环保材料制成 , 分为带绳和无绳 2 种款式 , 带绳设计 , 可

防止耳塞丢失 . 降噪效果 (NRR):29dB

M6031

蘑菇型金属可探测硅胶耳塞

蘑菇型金属可探测硅胶耳塞是防噪音耳塞的一种 . 适合需

要经常保护听力的应用 , 如生产线作业 , 石油炼制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1656-05-100EA
E1656-05 圣诞树型耳塞 ,无绳 ,材质 :硅胶 ;颜色 :橙色耳塞 ;是否绝缘 :是 ;尺

寸 :14.5×28.5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100 pairs of
（100 副）

E1656-05-10EA
E1656-05 圣诞树型耳塞 ,无绳 ,材质 :硅胶 ;颜色 :橙色耳塞 ;是否绝缘 :是 ;尺

寸 :14.5×28.5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E1656-07-50EA
E1656-07 圣诞树型耳塞 ,带涤纶绳 ,材质 :硅胶耳塞 ,涤纶绳 ;颜色 :橙色耳塞 ,橙
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4.5×28.5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50 pairs of
（50 副）

E1656-07-5EA
E1656-07 圣诞树型耳塞 ,带涤纶绳 ,材质 :硅胶耳塞 ,涤纶绳 ;颜色 :橙色耳塞 ,橙
色涤纶绳 ;是否绝缘 :是 ;尺寸 :14.5×28.5mm; 绳长 :700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5 pairs of（5
副）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031-01-10EA
M6031-01 蘑菇型金属可探测耳塞 ,材质 :硅胶耳塞 ,PVC 绳 ; 颜色 :蓝色耳塞 ,蓝色

PVC 绳 ; 绳长 :650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Ten pairs of
（10 副）

M6031-01-1EA
M6031-01 蘑菇型金属可探测耳塞 ,材质 :硅胶耳塞 ,PVC 绳 ; 颜色 :蓝色耳塞 ,蓝色

PVC 绳 ; 绳长 :650mm; 噪音降低率 :29 分贝
Pair（1 副）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1702-01-1EA
H1702-01 经济型耳罩 ,颜色 :红色 ;类型 :头戴式 ;尺寸 :22×8.5×18cm; 重

量 :0.153kg; 材质 :POM 头带 ,ABS 罩杯 ;噪音降低率 :25( 分贝 )
1EA

耳罩

H1702

经济型耳罩

H1702 是一款经济型低降噪耳罩，重量轻。噪音降低率：

26( 分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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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9093-01-1000EA
D9093-01 一次性三层防护口罩 ,层数：3；材质：25 克无纺布 +25 克熔喷布 +25 克无纺

布
1000EA

D9093-01-50EA
D9093-01 一次性三层防护口罩 ,层数：3；材质：25 克无纺布 +25 克熔喷布 +25 克无纺

布
5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9027-01-50EA
D9027-01 一次性防护口罩 ,尺寸：175×95mm；材质：25 克无纺布 +25 克熔喷布 +25 克

无纺布；构成：塑料鼻条，扁耳带，外点
50EA

口罩

D9027

三层无纺布口罩

【材质组成】：25 克无纺布 +25 克熔喷布 +25 克无纺布。

【产品标准及过滤级别】：BFE 过滤效果≥ 99%，符合欧

盟 CE 标准，符合 FDA 标准，按照 GB/T 32610-2016 标准

生产。   

【包装】：50 个 / 盒、一箱（50 个 / 盒 ×10）

D9093

一次性三层防护口罩   

【材质组成】：25 克无纺布 +25 克熔喷布 +25 克无纺布。

【产品标准及过滤级别】:BFE 过滤效果≥ 95%，符合欧盟

CE 标准，符合 GB15979-2002 标准。

【包装】：50 只 / 盒，20 盒 / 箱，单片装。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F9059-01-1000EA
F9059-01 四层活性炭口罩,外层：25克无纺布+过滤层：25克熔喷布+35克活性炭+内层：

25 克无纺布
1000EA

F9059-01-50EA
F9059-01 四层活性炭口罩,外层：25克无纺布+过滤层：25克熔喷布+35克活性炭+内层：

25 克无纺布
5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N6288-02-2EA
N6288-02 3D 立体无纺布口罩 (三层 ), 材质 :28gPP 无纺布 +25g 熔喷布 +25gPP 无纺布 ;
颜色:粉色;尺寸:135×120mm;耳挂:0.3mm×160mm;描述:单边封口,可放入活性炭片、

滤纸片、加湿片等 ,成人适用
2EA

N6288-02-50EA
N6288-02 3D 立体无纺布口罩 (三层 ), 材质 :28gPP 无纺布 +25g 熔喷布 +25gPP 无纺布 ;
颜色:粉色;尺寸:135×120mm;耳挂:0.3mm×160mm;描述:单边封口,可放入活性炭片、

滤纸片、加湿片等 ,成人适用
50EA

F9059

四层活性炭口罩 

【材质组成】：外层：25 克无纺布 + 过滤层：25 克熔喷布

+35 克活性炭 + 内层：25 克无纺布

【产品标准及过滤级别】:BFE 过滤效果≥ 95%，符合欧盟

CE 标准，符合 GB15979-2002 标准。

【包装】：50 个 / 盒装，单片装。

N6288

3D 立体无纺布口罩 (三层 )

【材质组成】：22gPP 无纺布 +25g 熔喷布 +25gPP 无纺布。

【产品标准及过滤级别】：BFE 过滤效果≥ 95%，符合欧

盟 CE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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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套

D1857

医用级丁腈手套

丁腈手套是一款集坚韧与舒适于一体的完美型手套 . 材料

特有的耐化学腐蚀性 , 使其拥有极佳的耐化学腐蚀性和极

佳的防护力 , 同时也兼备良好的抗穿刺性及拉伸力 .

D1863

医用级乳胶手套

具有极佳的弹性及良好的延展性 , 不添加任何粉末 , 手感

细腻柔软 , 尤其适用于对弹性触感要求高 , 粉尘过敏性人

群使用 . 用于实验室工作 , 复杂的零件搬运 , 食品加工和

处理 , 质量控制 , 电子装配和轻型维护和清理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1857-01-100EA
D1857-01 标准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蓝色 ;尺码 :S; 长度 :240mm; 宽

度 :80±5mm; 类型 :麻面无粉 ,标准型 ,M 号克重 4.8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02-100EA
D1857-02 标准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蓝色 ;尺码 :M; 长度 :240mm; 宽

度 :95±5mm; 类型 :麻面无粉 ,标准型 ,M 号克重 4.8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03-100EA
D1857-03 标准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蓝色 ;尺码 :L; 长度 :240mm; 宽

度 :110±5mm; 类型 :麻面无粉 ,标准型 ,M 号克重 4.8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16-100EA
D1857-16 标准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蓝色 ;尺码 :XS; 长度 :240mm; 宽

度 :≤ 80mm; 类型 :麻面无粉 ,标准型 ,M 号克重 4.8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18-100EA
D1857-18 轻薄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紫色 ;尺码 :S; 长度 :240mm; 宽

度 :80±5mm; 类型 :麻面无粉 ,轻薄型 ,M 号克重 3.5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19-100EA
D1857-19 轻薄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紫色 ;尺码 :M; 长度 :240mm; 宽

度 :95±5mm; 类型 :麻面无粉 ,轻薄型 ,M 号克重 3.5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57-20-100EA
D1857-20 轻薄型医用级丁腈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紫色 ;尺码 :L; 长度 :240mm; 宽

度 :110±5mm; 类型 :麻面无粉 ,轻薄型 ,M 号克重 3.5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1863-07-100EA
D1863-07 标准耐用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白色 ;尺码 :S; 长度 :240mm;
宽度 :80±5mm; 类型 :特殊涂层 ,麻面无粉 ,标准耐用型 ,M 号克重 5.5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08-100EA
D1863-08 标准耐用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白色 ;尺码 :M; 长度 :240mm;
宽度 :95±5mm; 类型 :特殊涂层 ,麻面无粉 ,标准耐用型 ,M 号克重 5.5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09-100EA
D1863-09 标准耐用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无粉 ,颜色 :白色 ;尺码 :L; 长度 :240mm;
宽度 :110±5mm; 类型 :特殊涂层 ,麻面无粉 ,标准耐用型 ,M 号克重 5.5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13-100EA
D1863-13 标准耐用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 :白色 ;尺码 :XS;长度 :240mm;
宽度 :≤ 80mm; 类型 :特殊涂层 ,麻面无粉 ,标准耐用型 ,M 号克重 5.5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15-100EA
D1863-15 轻薄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M;长度:240mm;
宽度 :95±5mm; 类型 :线上过氯 ,麻面无粉 ,轻薄舒适型 ,M 号克重 5.0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16-100EA
D1863-16 轻薄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L;长度:240mm;
宽度 :110±5mm; 类型 :线上过氯 ,麻面无粉 ,轻薄舒适型 ,M 号克重 5.0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17-100EA
D1863-17 标准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XS;长度:240mm;
宽度 :≤ 80mm; 类型 :线上过氯 ,麻面无粉 ,标准舒适型 ,M 号克重 5.5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21-100EA
D1863-21 倍护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S;长度:240mm;
宽度 :80±5mm; 类型 :双次氯洗 ,麻面无粉 ,倍护舒适型 ,M 号克重 6.2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22-100EA
D1863-22 倍护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M;长度:240mm;
宽度 :95±5mm; 类型 :双次氯洗 ,麻面无粉 ,倍护舒适型 ,M 号克重 6.2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23-100EA
D1863-23 倍护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L;长度:240mm;
宽度 :110±5mm; 类型 :双次氯洗 ,麻面无粉 ,倍护舒适型 ,M 号克重 6.2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3-24-100EA
D1863-24 轻薄舒适型医用级乳胶手套,麻面无粉,颜色:乳黄色;尺码:S;长度:240mm;
宽度 :80±5mm; 类型 :线上过氯 ,麻面无粉 ,轻薄舒适型 ,M 号克重 5.0g; 是否灭菌 :

否
100EA

D1864

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具有极佳的弹性及良好的延展性 , 不添加任何粉末 , 手感

细腻柔软 , 尤其适用于对弹性触感要求高 , 粉尘过敏性人

群使用 . 用于实验室工作 , 复杂的零件搬运 , 食品加工和

处理 , 质量控制 , 电子装配和轻型维护和清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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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1864-13-100EA
D1864-13 加厚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颜色 :乳白色 ;尺码 :XS; 长度 :240mm;

宽度 :≤ 80mm; 类型 :麻面有粉 ,加厚型 ,M 号克重 6.0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64-14-100EA
D1864-14 加厚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颜色 :乳白色 ;尺码 :S; 长度 :240mm;

宽度 :80±5mm; 类型 :麻面有粉 ,加厚型 ,M 号克重 6.0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64-15-100EA
D1864-15 加厚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颜色 :乳白色 ;尺码 :M; 长度 :240mm;

宽度 :95±5mm; 类型 :麻面有粉 ,加厚型 ,M 号克重 6.0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64-17-100EA
D1864-17 轻薄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颜色 :乳白色 ;尺码 :XS(5.0g); 长

度 :240mm; 宽度 :≤ 80mm; 类型 :麻面有粉 ,轻薄型 ;是否灭菌 :否
100EA

D1864-18-100EA
D1864-18 轻薄型医用级乳胶手套 ,麻面有粉 ,颜色 :乳白色 ;尺码 :S; 长度 :240mm;

宽度 :80±5mm; 类型 :麻面有粉 ,轻薄型 ,M 号克重 5.0g; 是否灭菌 :否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5852-L240mm-100EA
D5852-L240mm 一次性 PVC 手套 ,无粉 ,尺码 :L( 大号 ); 重量 :5.0±0.2g; 中指长

度 :86-90mm; 手掌宽度 :100-110mm; 长度 :240±5mm; 颜色 :透明
100EA

D5852-M240mm-100EA
D5852-M240mm 一次性 PVC 手套 ,无粉 ,尺码 :M( 中号 ); 重量 :4.5±0.2g; 中指长

度 :78-82mm; 手掌宽度 :90-100mm; 长度 :240±5mm; 颜色 :透明
100EA

D5852-S240mm-100EA
D5852-S240mm 一次性 PVC 手套 ,无粉 ,尺码 :S( 小号 ); 重量 :4.0±0.2g; 中指长

度 :70-74mm; 手掌宽度 :80-90mm; 长度 :240±5mm; 颜色 :透明
100EA

D5852

一次性 PVC 手套 ,无粉

聚氯乙烯制成的 , 无粉 , 不含乳胶 , 具有柔软的伸缩性和

高度的抗拉强度 , 可放心进行作业 . 耐药品性能优良 , 广

泛应用于食品加工 , 电子加工 , 医疗检查等行业 .

D1846

一次性 PVC 手套 ,有粉

为了脱戴方便 , 涂覆有增滑的粉 . 具有柔软的伸缩性和高

度的抗拉强度 , 可放心进行作业 . 耐药品性能优良 , 每只

有粉手套的粉含量不超过 10.0mg/dm2, 广泛应用于食品加

工 , 电子加工 , 医疗检查等行业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1846-240S-100EA
D1846-240S 一次性 PVC 手套 ,有粉 ,尺码 :S( 小号 ); 重量 :4.0±0.2g; 中指长度 :70-

74mm; 手掌宽度 :80-90mm; 长度 :240±5mm; 颜色 :透明
100EA

P5855

 一次性 PE 手套 

广泛的应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实验室 , 食品处理 , 工业安

全 , 兽医 , 电子 , 涂装 , 印刷 , 或摄影等环境 , 聚乙烯手

套特别柔软 , 即使是很小的实验室仪器 , 你都可以轻松处

理 . 耐多数化学药品和洗涤剂 . 左右手通用 .

P5866

一次性 PE 弹力手套 

广泛的应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实验室 , 食品处理 , 工业安

全 , 兽医 , 电子 , 涂装 , 印刷 , 或摄影等环境 , 聚乙烯手

套特别柔软 , 即使是很小的实验室仪器 , 你都可以轻松处

理 . 耐多数化学药品和洗涤剂 . 左右手通用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5855-01-1000EA P5855-01 一次性 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加工 ;尺寸 :S; 厚度 :0.25mm; 净重 :1.6g 1000EA

P5855-01-100EA P5855-01 一次性 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加工 ;尺寸 :S; 厚度 :0.25mm; 净重 :1.6g 100EA

P5855-02-1000EA P5855-02 一次性 PE 手套 ,类型 :外压纹加工 ;尺寸 :M; 厚度 :0.25mm; 净重 :1.6g 1000EA

P5855-02-100EA P5855-02 一次性 PE 手套 ,类型 :外压纹加工 ;尺寸 :M; 厚度 :0.25mm; 净重 :1.6g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5866-02-100EA P5866-02 一次性 PE 弹力手套 ,型号 :外压纹加工 ;尺寸 :M; 厚度 :0.25mm; 净重 :1.6g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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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48

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高温手套外层是由铝箔高温织料制成 ; 内层采用舒适

的阻燃隔热毡设计 , 能适合在 200℃高温下持续工作 , 在

300℃高温下的间断工作 , 应用于金属和玻璃制造业 , 铸

造业等 .

C5856

一次性 CPE 手套 

极佳的抗张强度和延伸率,完美适合手的大小.双手通用,

良好的耐油、耐化学、耐溶剂性 .燃烧不会释放有害气体 ,

它可以广泛的应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实验室 , 食品处理 ,

工业安全 , 兽医 , 电子 , 涂装 , 印刷 , 或摄影等环境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5856-01-1000EA
C5856-01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S( 小号 ); 长度 :275±10mm; 手掌
宽度 :21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6±0.1g; 中指长度 :75±3mm; 中指宽

度 :31±3mm
1000EA

C5856-01-100EA
C5856-01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S( 小号 ); 长度 :275±10mm; 手掌
宽度 :21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6±0.1g; 中指长度 :75±3mm; 中指宽

度 :31±3mm
100EA

C5856-02-1000EA
C5856-02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M( 中号 ); 长度 :280±10mm; 手掌
宽度 :235±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7±0.1g; 中指长度 :80±3mm; 中指宽

度 :34±3mm
1000EA

C5856-02-100EA
C5856-02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M( 中号 ); 长度 :280±10mm; 手掌
宽度 :235±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7±0.1g; 中指长度 :80±3mm; 中指宽

度 :34±3mm
100EA

C5856-03-1000EA
C5856-03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L( 大号 ); 长度 :285±10mm; 手掌
宽度 :27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8±0.1g; 中指长度 :85±3mm; 中指宽

度 :37±3mm
1000EA

C5856-03-100EA
C5856-03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L( 大号 ); 长度 :285±10mm; 手掌
宽度 :27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8±0.1g; 中指长度 :85±3mm; 中指宽

度 :37±3mm
100EA

C5856-04-1000EA
C5856-04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XS( 特小号 ); 长度 :265±10mm; 手
掌宽度 :20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5±0.1g; 中指长度 :70±3mm; 中指宽

度 :28±3mm
1000EA

C5856-04-100EA
C5856-04 一次性 CPE 手套 ,型号 :外压纹 ;尺寸 :XS( 特小号 ); 长度 :265±10mm; 手
掌宽度 :200±5mm; 厚度 :0.25±0.05mm; 净重 :1.5±0.1g; 中指长度 :70±3mm; 中指宽

度 :28±3mm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8-A38cm-2EA H2348-A38cm 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38cm; 类型 :五指 2EA

H2348-A45cm-2EA H2348-A45cm 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45cm; 类型 :五指 2EA

H2348-B38cm-2EA H2348-B38cm 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38cm; 类型 :三指 2EA

H2348-B45cm-2EA H2348-B45cm 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45cm; 类型 :三指 2EA

A6642

铝箔芳纶耐高温手套

能适合在 330℃高温下持续工作 , 在 520℃高温下的间断

工作 , 手臂防辐射热 1000 度 , 手掌手指部位有加固 , 耐

磨性能更强 , 延长使用寿命 , 应用于金属冶炼和玻璃制造

业 , 铸造业 , 光伏行业等 .

A6645

铝箔芳纶耐高温手套

手掌为杜邦 KEVLAR® 高温织料制成 , 手背和手腰为铝箔防

火面料 , 耐高温耐磨防辐射 , 应用于钢铁制造 , 冶金及金

属锻造行业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642-38cm-2EA A6642-38cm 铝箔芳纶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645-38cm-2EA A6645-38cm 铝箔芳纶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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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636-A38cm-2EA
A6636-A38cm 牛皮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200℃ ~300℃ ; 长度 :38cm; 类型 :手心

为牛皮
2EA

A6636-B38cm-2EA
A6636-B38cm 牛皮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200℃ ~300℃ ; 长度 :38cm; 类型 :手心

手腰均为牛皮
2EA

H6644

铝箔芳纶耐高温手套

适用于钢铁制造 , 冶金等炉前操作时佩戴的防护手套 .

A6636

牛皮铝箔耐高温手套

手套手心采用二层牛皮 , 手背采用耐高温防火布制作 , 能

适合在 200℃高温下间断操作 , 应用于金属冶炼 , 玻璃制

造 , 铸造业等 .

L6643

牛皮芳纶耐高温手套

适合在 300℃高温下持续工作 , 在 500℃高温下的间断工

作 , 应用于金属冶炼 , 玻璃制造 , 铸造业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644-38cm-2EA H6644-38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643-38cm-2EA L6643-38cm 牛皮芳纶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D2340

无尘耐高温手套

无尘耐高温手套是采用 HT 耐高温涂层面料制作 , 可以有

效降低微尘的产生 ( 不发尘 ) 可以在无尘室使用 , 该手套

可适用于半导体产业 ,SMT 厂等微电子产品加工 , 是线路

板焊接和回流烘箱作业的理想手套 .

D2341

无尘耐高温手套

使用特种芳纶连续性纤维制造 , 可以有效降低微尘的产生

( 不发尘 ) 可以在无尘室使用 , 衬里加入导电丝 , 能有效

防止静电 . 该手套可适用于半导体产业 ,SMT 厂等微电子

产品加工 , 是线路板焊接和回流烘箱作业的理想手套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2340-26cm-2EA D2340-26cm 无尘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80℃ ; 长度 :26cm 2EA

D2340-40cm-2EA D2340-40cm 无尘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80℃ ; 长度 :40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2341-A26cm-2EA D2341-A26cm 无尘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26cm; 类型 :加导电丝 2EA

D2341-B26cm-2EA D2341-B26cm 无尘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26cm; 类型 :无导电丝 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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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634

无尘耐高温手套

使用特种芳纶连续性纤维制造 , 可以有效降低微尘的产生

( 不发尘 ) 可以在无尘室使用 , 衬里加入导电丝 , 能有效

防止静电 . 该手套可适用于半导体产业 ,SMT 厂等微电子

产品加工 , 是线路板焊接和回流烘箱作业的理想手套 .

D6635

无尘耐高温手套

使用特种芳纶连续性纤维制造 , 可以有效降低微尘的产生

( 不发尘 ) 可以在无尘室使用 , 衬里加入导电丝 , 能有效

防止静电 . 该手套可适用于半导体产业 ,SMT 厂等微电子

产品加工 , 是线路板焊接和回流烘箱作业的理想手套 .

H6637

KEVLAR 耐高温手套

耐高温手套外层是由凯夫拉毛毡高温织料制成 ; 内层采用

舒适的阻燃隔热毡及皮革设计 , 能适合在 330℃高温下持

续工作 , 在 400℃高温下的间断工作 , 应用于金属和玻璃

制造业 , 铸造业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6634-40cm-2EA D6634-40cm 无尘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300℃ ; 长度 :40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6635-40cm-2EA D6635-40cm 无尘耐高温手套,手心耐热温度:300℃ ;手腰耐热温度:180℃ ;长度 :40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637-26cm-2EA H6637-26cm KEVLAR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400℃ ; 长度 :26cm 2EA

H6638

KEVLAR 耐高温手套

手套是由 KEVLAR 制成 , 应用于单晶硅光伏行业和玻璃制

造业 , 铸造业等 .

H2344

耐高温手套

手套外层是由高温毛毡织料制成 , 内层采用舒适的阻燃

隔热毡及皮革设计 , 能适合在 330℃高温下持续工作 , 在

500℃高温下的间断工作 , 应用于金属和玻璃制造业 , 铸

造业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638-38cm-2EA H6638-38cm KEVLAR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H6638-45cm-2EA H6638-45cm KEVLAR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45cm 2EA

H6638-55cm-2EA H6638-55cm KEVLAR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55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4-36cm-2EA H2344-36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6cm 2EA

H2344-38cm-2EA H2344-38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38cm 2EA

H2344-45cm-2EA H2344-45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45cm 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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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46

耐高温手套

由 KEVLAR®与碳纤维混纺高温织料制成 ; 内层采用舒适的

阻燃隔热毡及皮革设计 ,能适合在 500℃高温下持续工作 ,

在 650℃高温下的间断工作 , 应用于金属和玻璃制造业 ,

铸造业 , 单晶硅行业等 .

H2347

碳纤维铝箔耐高温手套

由 KEVLAR®和碳纤维混纺织料制成 ; 内层采用碳纤维隔热

毡和多层阻燃防火毡制作 , 能适合在 650℃高温下持续工

作 , 在 1000℃高温下的间断工作 , 应用于金属和玻璃制造

业 , 铸造业 , 钢铁厂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6-38cm-2EA H2346-38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650℃ ; 长度 :38cm 2EA

H2346-45cm-2EA H2346-45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650℃ ; 长度 :45cm 2EA

H2346-55cm-2EA H2346-55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650℃ ; 长度 :55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7-A38cm-2EA H2347-A38cm 碳纤维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000℃ ; 长度 :38cm; 类型 :五指 2EA

H2347-A50cm-2EA H2347-A50cm 碳纤维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000℃ ; 长度 :50cm; 类型 :五指 2EA

H2347-B38cm-2EA H2347-B38cm 碳纤维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000℃ ; 长度 :38cm; 类型 :三指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4-55cm-2EA H2344-55cm 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500℃ ; 长度 :55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2347-B50cm-2EA H2347-B50cm 碳纤维铝箔耐高温手套 ,耐热温度 :1000℃ ; 长度 :50cm; 类型 :三指 2EA

L6641

牛皮防蒸汽手套 

本产品具有隔热 , 耐温 , 防蒸汽等特性 , 可全方位对穿戴

者进行防护 , 应用于电厂 , 高温带压下的管道堵漏 , 抢修

及在有蒸汽的环境 .

A6639

阻燃布防蒸汽手套 

本产品具有阻燃 , 隔热 , 耐温 , 防蒸汽等特性 , 可全方位

对穿戴者进行防护,应用于电厂,高温带压下的管道堵漏,

抢修及在有蒸汽的环境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641-G45cm-2EA L6641-G45cm 牛皮防蒸汽手套 ,材质 :头层牛皮 ;颜色 :灰色 ;长度 :45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639-38cm-2EA A6639-38cm 阻燃布防蒸汽手套 ,类型 :三指 ;长度 :38cm 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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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640

牛皮阻燃布防蒸汽手套

本产品具有阻燃 , 隔热 , 耐温 , 防蒸汽等特性 , 可全方位

对穿戴者进行防护,应用于电厂,高温带压下的管道堵漏,

抢修及在有蒸汽的环境 .

C6631

牛皮耐低温手套

耐低温手套采用牛皮材质加工而成,内里采用防寒棉材质,

手套适合在极端寒冷环境中工作的工人佩戴 , 柔软 , 透气

性好 . 可以有效防止 -50℃至 -160℃的低温危害 , 适合用

于冷冻室等低温环境 , 可以反复使用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640-38cm-2EA L6640-38cm 牛皮阻燃布防蒸汽手套 ,长度 :38cm 2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631-36cm-2EA C6631-36cm 牛皮耐低温手套 ,长度 :36cm; 适用温度范围 :-50℃ ~-160℃ 2EA

C6631-38cm-2EA C6631-38cm 牛皮耐低温手套 ,长度 :38cm; 适用温度范围 :-50℃ ~-160℃ 2EA

C6631-48cm-2EA C6631-48cm 牛皮耐低温手套 ,长度 :46cm; 适用温度范围 :-50℃ ~-160℃ 2EA

C6631-68cm-2EA C6631-68cm 牛皮耐低温手套 ,长度 :68cm; 适用温度范围 :-50℃ ~-160℃ 2EA

L6630

超低温液氮防护手套

由多层复合材质组成 , 可有效抵御极度寒冷 , 使用温度范

围为 -160℃至‐360℃ . 此产品适合在极端寒冷环境中工

作人员的佩戴可以保护工作人员在极其寒冷的工作中免受

伤害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630-38cm-2EA L6630-38cm 超低温液氮防护手套 ,长度 :38cm; 适用温度范围 :-160℃ ~-360℃ 2EA

L6630-48cm-2EA L6630-48cm 超低温液氮防护手套 ,长度 :48cm; 适用温度范围 :-160℃ ~-360℃ 2EA

L6630-68cm-2EA L6630-68cm 超低温液氮防护手套 ,长度 :68cm; 适用温度范围 :-160℃ ~-360℃ 2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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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1676-09-2000EA
A1676-09 防滑无纺布鞋套,材质:PP无纺布;尺寸:均码;颜色:蓝色;克重:40g/㎡ ;

长 :390mm; 高 :150mm
2000EA

A1676-09-100EA
A1676-09 防滑无纺布鞋套,材质:PP无纺布;尺寸:均码;颜色:蓝色;克重:40g/㎡ ;

长 :390mm; 高 :150mm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1674-02-2000EA
C1674-02 CPE 塑料鞋套 ,尺寸 :均码 ;颜色 :蓝色 ;克重 :3.0g/m<sup>2</sup>;

长 :380mm; 高 :150mm
2000EA

C1674-02-100EA
C1674-02 CPE 塑料鞋套 ,尺寸 :均码 ;颜色 :蓝色 ;克重 :3.0g/m<sup>2</sup>;

长 :380mm; 高 :150mm
100EA

鞋套

A1676

防滑无纺布鞋套

一次性防护鞋套采用无纺布加工而成 , 底部为防滑设

计 . 可以很好的保护地毯和地板 . 适合在各种清洁场所使

用 .

C1674

CPE 塑料鞋套

采用柔软 CPE 材料 , 经久耐磨 , 适用于医院 , 食品加工 ,

制造业 , 卫生应用及日常使用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5875-01-1000EA B5875-01 无纺布条形帽 ,尺寸 :20 英寸 ;颜色 :白色 ;材质 :PP 无纺布 ,双缝 (双筋 ) 1000EA

B5875-01-100EA B5875-01 无纺布条形帽 ,尺寸 :20 英寸 ;颜色 :白色 ;材质 :PP 无纺布 ,双缝 (双筋 ) 100EA

B5875-02-1000EA
B5875-02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蓝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2-100EA
B5875-02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蓝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3-1000EA
B5875-03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绿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3-100EA
B5875-03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绿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4-1000EA
B5875-04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粉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4-100EA
B5875-04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粉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5-1000EA
B5875-05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黄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5-100EA
B5875-05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黄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6-1000EA
B5875-06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红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6-100EA
B5875-06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红色;尺寸:20英寸,M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7-1000EA
B5875-07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粉色;尺寸:21英寸,L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无纺布条形帽、圆帽

B5875

无纺布条形帽 

无纺布条形帽用在一些对于环境要求严格的场所 , 和特定

的人群适用,防止头发、头屑的掉落,保证环境的干净.适

用于医疗、电子、食品加工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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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5876-01-1000EA B5876-01 无纺布圆帽 ,尺寸 :21 英寸 ;颜色 :白色 ;重量 :10g; 材质 :PP 无纺布 1000EA

B5876-01-100EA B5876-01 无纺布圆帽 ,尺寸 :21 英寸 ;颜色 :白色 ;重量 :10g; 材质 :PP 无纺布 100EA

B5876-02-1000EA
B5876-02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0EA

B5876-02-100EA
B5876-02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EA

B5876-03-1000EA
B5876-03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0EA

B5876-03-100EA
B5876-03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EA

B5876-04-1000EA
B5876-04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红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0EA

B5876-04-100EA
B5876-04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红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0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EA

B5876-05-1000EA
B5876-05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5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5875-07-100EA
B5875-07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粉色;尺寸:21英寸,L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8-1000EA
B5875-08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红色;尺寸:21英寸,L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8-100EA
B5875-08 无纺布条形帽,材质:PP无纺布;颜色:红色;尺寸:21英寸,L码;重量:10g/

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5-09-1000EA
B5875-09 无纺布条形帽 ,材质 :PP 无纺布 ;颜色 :淡蓝色 ;尺寸 :20 英寸 ,M 码 ; 重

量 :15g/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0EA

B5875-09-100EA
B5875-09 无纺布条形帽 ,材质 :PP 无纺布 ;颜色 :淡蓝色 ;尺寸 :20 英寸 ,M 码 ; 重

量 :15g/m<sup>2</sup>; 类型 :双筋
100EA

B5876

无纺布圆帽 ,单筋 

无纺布圆帽用在一些对于环境要求严格的场所 , 和特定的

人群适用 , 防止头发、头屑的掉落 , 保证环境的干净 . 适

用于医疗、电子、食品加工等行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5876-05-100EA
B5876-05 无纺布圆帽 ,材质 :PP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寸 :21英寸 ,L码 ;重量 :15g/

m<sup>2</sup>; 类型 :单筋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165-01-10EA A6165-01 防静电袖套 ,颜色 :藏蓝色暗纹 ;长×宽 :380×170mm; 误差 :±10mm 10EA

A6165-01-50EA A6165-01 防静电袖套 ,颜色 :藏蓝色暗纹 ;长×宽 :380×170mm; 误差 :±10mm 50EA

A6165-02-10EA A6165-02 防静电袖套 ,颜色 :天蓝色暗纹 ;长×宽 :380×170mm; 误差 :±10mm 10EA

A6165-02-50EA A6165-02 防静电袖套 ,颜色 :天蓝色暗纹 ;长×宽 :380×170mm; 误差 :±10mm 50EA

袖套

A6165

防静电袖套 

防静电袖套经过先进的加工工艺 , 能有效消除静电对人体

的危害 , 具有持久的防静电防尘性能 , 是人体静电防护的

必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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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7084-02-10EA
A7084-02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单贴膜 ;颜色 :灰黑色 ;尺寸 :110×75cm;

厚度 :0.32mm; 描述 :耐中、弱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中等
10EA

A7084-02-1EA
A7084-02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单贴膜 ;颜色 :灰黑色 ;尺寸 :110×75cm;

厚度 :0.32mm; 描述 :耐中、弱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中等
1EA

A7084-03-10EA
A7084-03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胶膜 ;颜色 :透明 ;尺寸 :120×90cm; 厚

度 :0.15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0EA

A7084-03-1EA
A7084-03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胶膜 ;颜色 :透明 ;尺寸 :120×90cm; 厚

度 :0.15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EA

A7084-04-10EA
A7084-04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胶膜 ;颜色 :透明 ;尺寸 :110×75cm; 厚

度 :0.15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0EA

A7084-04-1EA
A7084-04 PVC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PVC 胶膜 ;颜色 :透明 ;尺寸 :110×75cm; 厚

度 :0.15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EA

A7084-05-10EA
A7084-05 TPU 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TPU 膜 ; 颜色 :白色 ;尺寸 :120×90cm; 厚

度 :0.25mm; 描述 :耐中、强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长
10EA

A7084-05-1EA
A7084-05 TPU 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TPU 膜 ; 颜色 :白色 ;尺寸 :120×90cm; 厚

度 :0.25mm; 描述 :耐中、强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长
1EA

A7084-06-10EA
A7084-06 TPU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TPU 膜 ; 颜色 :白色 ;尺寸 :110×75cm; 厚

度 :0.25mm; 描述 :耐中、强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长
10EA

A7084-06-1EA
A7084-06 TPU 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TPU 膜 ; 颜色 :白色 ;尺寸 :110×75cm; 厚

度 :0.25mm; 描述 :耐中、强酸碱溶液 ,使用寿命长
1EA

A7084-07-10EA
A7084-07 氯丁橡胶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帆布涂氯丁橡胶面料 ;颜色 :灰色 ;尺

寸 :115×90cm; 厚度 :0.45mm; 描述 :耐强酸碱溶液、使用寿命长
10EA

A7084-07-1EA
A7084-07 氯丁橡胶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帆布涂氯丁橡胶面料 ;颜色 :灰色 ;尺

寸 :115×90cm; 厚度 :0.45mm; 描述 :耐强酸碱溶液、使用寿命长
1EA

A7084-08-10EA
A7084-08 氯丁橡胶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帆布涂氯丁橡胶面料 ;颜色 :灰色 ;尺

寸 :100×75cm; 厚度 :0.45mm; 描述 :耐强酸碱溶液、使用寿命长
10EA

A7084-08-1EA
A7084-08 氯丁橡胶耐酸碱围裙 ,无袖 ,材质 :帆布涂氯丁橡胶面料 ;颜色 :灰色 ;尺

寸 :100×75cm; 厚度 :0.45mm; 描述 :耐强酸碱溶液、使用寿命长
1EA

围裙

A7084

防静电袖套

防静电袖套经过先进的加工工艺 , 能有效消除静电对人体

的危害 , 具有持久的防静电防尘性能 , 是人体静电防护的

必要措施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7085-01-10EA
A7085-01 PVC耐酸碱围裙,长袖,材质:PVC胶膜;颜色:半透明蓝色;尺寸:120×72cm;

厚度 :0.2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0EA

A7085-01-1EA
A7085-01 PVC耐酸碱围裙,长袖,材质:PVC胶膜;颜色:半透明蓝色;尺寸:120×72cm;

厚度 :0.2mm; 描述 :耐弱酸碱溶液 ,短暂使用
1EA

A7085

耐酸碱围裙 ,长袖 

耐酸碱围裙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厨房洗碗、机械制造等涉

水、涉油场所使用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6404-01-10EA
B6404-01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深蓝色;
尺寸 :L( 大号 ); 全衣长 :165cm; 胸围 :135cm; 袖长 :89cm; 腿长 :75cm; 上身长 :92cm

10EA

B6404-02-10EA
B6404-02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深蓝色;
尺寸 :XL(加大号 );全衣长 :170cm;胸围 :140cm;袖长 :91cm;腿长 :77cm;上身长 :95cm

10EA

B6404-03-10EA
B6404-03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深蓝色;
尺寸:2XL(特大号);全衣长:175cm;胸围:145cm;袖长:93cm;腿长:79cm;上身长:98cm

10EA

B6404-04-10EA
B6404-04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深蓝色;
尺寸:3XL(特大号);全衣长:180cm;胸围:150cm;袖长:96cm;腿长:81cm;上身长:101cm

10EA

防护服

B6404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

连体防护服隔菌 , 防水 , 微透气 , 质地柔软 , 是医疗防护

最高级医用防护服 . 人体的汗气可以向外散发 , 而外面的

有害气体和水分却不能侵入 . 适用于净化车间、精密电子

厂、制药厂、医院器械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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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880-B270mm-100EA H6880-B27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黑色 ;宽 :25mm; 总长 :270mm; 勾面长 :35mm 100EA

H6880-B270mm-10EA H6880-B27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黑色 ;宽 :25mm; 总长 :270mm; 勾面长 :35mm 10EA

H6880-B350mm-100EA H6880-B35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黑色 ;宽 :38mm; 总长 :350mm; 勾面长 :50mm 100EA

H6880-B350mm-10EA H6880-B35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黑色 ;宽 :38mm; 总长 :350mm; 勾面长 :50mm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6404-06-10EA
B6404-06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浅蓝色;
尺寸 :XL(加大号 );全衣长 :170cm;胸围 :140cm;袖长 :91cm;腿长 :77cm;上身长 :95cm

10EA

B6404-07-10EA
B6404-07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浅蓝色;
尺寸:2XL(特大号);全衣长:175cm;胸围:145cm;袖长:93cm;腿长:79cm;上身长:98cm

10EA

B6404-09-10EA
B6404-09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白色;
尺寸 :L( 大号 ); 全衣长 :165cm; 胸围 :135cm; 袖长 :89cm; 腿长 :75cm; 上身长 :92cm

10EA

B6404-10-10EA
B6404-10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白色;
尺寸 :XL(加大号 );全衣长 :170cm;胸围 :140cm;袖长 :91cm;腿长 :77cm;上身长 :95cm

10EA

B6404-11-10EA
B6404-11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带帽,无脚套,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白色;
尺寸:2XL(特大号);全衣长:175cm;胸围:145cm;袖长:93cm;腿长:79cm;上身长:98cm

10EA

B6404-14-10EA
B6404-14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 ,带帽 ,无脚套 ,材质 :52g 透气膜 ;颜色 :白色 ;尺
寸 :XL( 加大号 ); 全衣长 :170cm; 胸围 :140cm; 袖长 :91cm; 腿长 :77cm; 上身长 :95cm

10EA

B6404-15-10EA
B6404-15 限次使用连体防护服 ,带帽 ,无脚套 ,材质 :52g 透气膜 ;颜色 :白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全衣长 :175cm; 胸围 :145cm; 袖长 :93cm; 腿长 :79cm; 上身长 :98cm
10EA

扎紧带

H6880

腕腿扎紧带

防止手套和防护服的手腕 , 脚腕处松开 . 也可广泛应用于

包装、整理 . 应用优势 : 可调节长度 , 韧性高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880-Kit-1EA
H6880-Kit 腕腿扎紧带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H6880-B270mm、H6880-W270mm、H6880-

B350mm、H6880-W350mm 各 2 条
1 套 1KIT，成

套

H6880-W270mm-100EA H6880-W27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白色 ;宽 :25mm; 总长 :270mm; 勾面长 :35mm 100EA

H6880-W270mm-10EA H6880-W27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白色 ;宽 :25mm; 总长 :270mm; 勾面长 :35mm 10EA

H6880-W350mm-100EA H6880-W35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白色 ;宽 :38mm; 总长 :350mm; 勾面长 :50mm 100EA

H6880-W350mm-10EA H6880-W350mm 腕腿扎紧带 ,颜色 :白色 ;宽 :38mm; 总长 :350mm; 勾面长 :50mm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126-07-1EA
L5126-07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S( 小号 ); 适用身

高 :155-160cm; 身长 :100cm; 胸围 :112cm; 肩宽 :44cm; 袖长 :58cm
1EA

L5126-08-1EA
L5126-08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M( 中号 ); 适用身

高 :160-165cm; 身长 :104cm; 胸围 :116cm; 肩宽 :45cm; 袖长 :60cm
1EA

L5126-09-1EA
L5126-09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L( 大号 ); 适用身

高 :165-170cm; 身长 :108cm; 胸围 :120cm; 肩宽 :46cm; 袖长 :62cm
1EA

L5126-10-1EA
L5126-10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XL( 加大号 ); 适用身

高 :170-175cm; 身长 :112cm; 胸围 :124cm; 肩宽 :47cm; 袖长 :64cm
1EA

L5126-10-20EA
L5126-10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XL( 加大号 ); 适用身

高 :170-175cm; 身长 :112cm; 胸围 :124cm; 肩宽 :47cm; 袖长 :64cm
20EA

L5126-11-1EA
L5126-11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2XL( 特大号 ); 适用

身高 :175-180cm; 身长 :116cm; 胸围 :128cm; 肩宽 :48.5cm; 袖长 :66cm
1EA

实验服

L5126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及膝实验室外套是由易护理白色的棉混纺织物(65%涤纶、

35% 棉 ) 制成 , 穿着舒适 , 耐久性好 . 我们的实验服有一

个左胸口袋和两个腰口袋 .



身

体

防  

护

身

体

防  

护

42 43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127-04-1EA
L5127-04 实验服 (翻领 ,女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M( 中号 ); 适用身

高 :160-165cm; 身长 :104cm; 胸围 :116cm; 肩宽 :45cm; 袖长 :60cm
1EA

L5127-05-1EA
L5127-05 实验服 (翻领 ,女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L( 大号 ); 适用身

高 :165-170cm; 身长 :108cm; 胸围 :120cm; 肩宽 :46cm; 袖长 :62cm
1EA

L5127-06-1EA
L5127-06 实验服 (翻领 ,女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XL( 加大号 ); 适用身

高 :170-175cm; 身长 :112cm; 胸围 :124cm; 肩宽 :47cm; 袖长 :64cm
1EA

L5127-06-20EA
L5127-06 实验服 (翻领 ,女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XL( 加大号 ); 适用身

高 :170-175cm; 身长 :112cm; 胸围 :124cm; 肩宽 :47cm; 袖长 :64cm
2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126-12-1EA
L5126-12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3XL( 特大号 ); 适用

身高 :180-185cm; 身长 :116cm; 胸围 :132cm; 肩宽 :50cm; 袖长 :66cm
1EA

L5126-12-20EA
L5126-12 实验服 (翻领 ,男士 ),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3XL( 特大号 ); 适用

身高 :180-185cm; 身长 :116cm; 胸围 :132cm; 肩宽 :50cm; 袖长 :66cm
20EA

L5127

实验服 (翻领 ,女士 )

及膝实验室外套是由易护理白色的棉混纺织物(65%涤纶、

35% 棉 ) 制成 , 穿着舒适 , 耐久性好 . 我们的实验服有一

个左胸口袋和两个腰口袋 .

L5801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实验服可被用于防止环境中灰尘，污垢和某些干微粒 . 长

时间穿戴不紧绷 ,无过敏反应 ,免洗 ,免保养 ,方便实用 ,

安全卫生 . 适用于医疗、食品卫生、电子、无尘洁净室、

纺织等多种行业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801-04-10EA
L5801-04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2g 透气膜 ;颜色 :白色 ;尺寸 :L( 大号 );
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05-10EA
L5801-05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2g透气膜;颜色:白色;尺寸:XL(加大号);
身长:115cm;胸围:140cm;袖长:61cm;袖阔:29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06-10EA
L5801-06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2g透气膜;颜色:白色;尺寸:2XL(特大号);
身长:120cm;胸围:145cm;袖长:62cm;袖阔:30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06-50EA
L5801-06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2g透气膜;颜色:白色;尺寸:2XL(特大号);
身长:120cm;胸围:145cm;袖长:62cm;袖阔:30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07-10EA
L5801-07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2g透气膜;颜色:白色;尺寸:3XL(特大号);
身长:125cm;胸围:150cm;袖长:62cm;袖阔:30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09-10EA
L5801-09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白色;尺寸:L(大
号 ); 身长 :110cm; 胸围 :135cm; 袖长 :60cm; 袖阔 :28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塑

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0-10EA
L5801-10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白色;尺寸:XL(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1-10EA
L5801-11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1-50EA
L5801-11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12-10EA
L5801-12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

寸 :3XL( 特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3-10EA
L5801-13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浅蓝色 ;尺

寸:L(大号);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4-10EA
L5801-14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浅蓝色 ;尺

寸 :XL( 加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
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5-10EA
L5801-15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浅蓝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15-50EA
L5801-15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浅蓝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16-10EA
L5801-16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浅蓝色 ;尺
寸 :3XL( 特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1-10EA
L5801-21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黄色;尺寸:L(大
号 ); 身长 :110cm; 胸围 :135cm; 袖长 :60cm; 袖阔 :28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塑

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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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801-22-10EA
L5801-22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黄色;尺寸:XL(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3-10EA
L5801-23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3-50EA
L5801-23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24-10EA
L5801-24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

寸 :3XL( 特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5-10EA
L5801-25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绿色;尺寸:L(大
号 ); 身长 :110cm; 胸围 :135cm; 袖长 :60cm; 袖阔 :28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塑

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6-10EA
L5801-26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45g普通PP无纺布;颜色:绿色;尺寸:XL(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7-10EA
L5801-27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7-50EA
L5801-27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28-10EA
L5801-28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绿色 ;尺

寸 :3XL( 特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29-10EA
L5801-29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深蓝色 ;尺

寸:L(大号);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0-10EA
L5801-30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深蓝色 ;尺

寸 :XL( 加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
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1-10EA
L5801-31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深蓝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1-50EA
L5801-31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深蓝色 ;尺
寸 :2XL( 特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32-10EA
L5801-32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45g 普通 PP 无纺布 ;颜色 :深蓝色 ;尺
寸 :3XL( 特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

个口袋 ,5 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3-10EA
L5801-33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0gSMS无纺布;颜色:白色;尺寸:L(大号);
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4-10EA
L5801-34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寸 :XL( 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5801-35-10EA
L5801-35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5-50EA
L5801-35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36-10EA
L5801-36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白色 ;尺寸 :3XL( 特
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7-10EA
L5801-37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0gSMS无纺布;颜色:蓝色;尺寸:L(大号);
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8-10EA
L5801-38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XL( 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9-10EA
L5801-39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39-50EA
L5801-39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40-10EA
L5801-40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蓝色 ;尺寸 :3XL( 特
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41-10EA
L5801-41 限次使用实验服,衬衣领,材质:50gSMS无纺布;颜色:黄色;尺寸:L(大号);
身长:110cm;胸围:135cm;袖长:60cm;袖阔:28cm;类型:带有3个口袋,5颗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42-10EA
L5801-42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寸 :XL( 加
大号 ); 身长 :115cm; 胸围 :140cm; 袖长 :61cm; 袖阔 :29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43-10EA
L5801-43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L5801-43-50EA
L5801-43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寸 :2XL( 特
大号 ); 身长 :120cm; 胸围 :145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50EA

L5801-44-10EA
L5801-44 限次使用实验服 ,衬衣领 ,材质 :50gSMS 无纺布 ;颜色 :黄色 ;尺寸 :3XL( 特
大号 ); 身长 :125cm; 胸围 :150cm; 袖长 :62cm; 袖阔 :30cm; 类型 :带有 3个口袋 ,5 颗

塑料按扣 ,单层衬衫领 ,针织袖口
1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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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5779-07-1EA
S5779-07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S; 适用身高 :1.55-1.60m; 身

长 :1.00m; 胸围 :1.12m; 肩宽 :0.44m; 袖长 :0.58m
1EA

S5779-08-1EA
S5779-08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M; 适用身高 :1.60-1.65m; 身

长 :1.04m; 胸围 :1.16m; 肩宽 :0.45m; 袖长 :0.60m
1EA

S5779-09-1EA
S5779-09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L; 适用身高 :1.65-1.70m; 身

长 :1.08m; 胸围 :1.20m; 肩宽 :0.46m; 袖长 :0.62m
1EA

S5779-10-1EA
S5779-10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XL; 适用身高 :1.70-1.75m;

身长 :1.12m; 胸围 :1.24m; 肩宽 :0.47m; 袖长 :0.64m
1EA

S5779-11-1EA
S5779-11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2XL; 适用身高 :1.75-1.80m;

身长 :1.16m; 胸围 :1.28m; 肩宽 :0.485m; 袖长 :0.66m
1EA

S5779-12-1EA
S5779-12 衬衣领实验服 ,材质 :65% 涤纶 ,35% 棉 ; 型号 :3XL; 适用身高 :1.80-1.85m;

身长 :1.16m; 胸围 :1.32m; 肩宽 :0.50m; 袖长 :0.66m
1EA

S5779

衬衣领实验服

及膝实验室外套是易护理白色的棉混纺织物 (65% 涤纶、

35% 棉 ). 我们的外套左上方有一个胸袋 , 和两个较大较低

的口袋 , 衣服与侧缝开口 , 有一个可调节的腰带 , 物美价

廉 , 舒适时尚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982-01-10EA
C6982-01 无尘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100 张 / 包 ; 单张尺寸 :250×250mm; 颜色 :

白色 ;材质 :粘胶 +PET
10EA

C6982-01-1EA
C6982-01 无尘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100 张 / 包 ; 单张尺寸 :250×250mm; 颜色 :

白色 ;材质 :粘胶 +PET
1EA

C6982-02-10EA
C6982-02 无尘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100 张 / 包 ; 单张尺寸 :250×250mm; 颜色 :

白色 ;材质 :木浆 +PET
10EA

C6982-02-1EA
C6982-02 无尘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100 张 / 包 ; 单张尺寸 :250×250mm; 颜色 :

白色 ;材质 :木浆 +PET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6979-01-1EA
E6979-01 经济型工业擦拭纸 ,描述 :三层大卷式 ,68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75×400mm;

颜色 :黄色
1EA

E6979-02-1EA
E6979-02 经济型工业擦拭纸,描述:三层1/4折叠式,60张/包;单张尺寸:250×300mm;

颜色 :黄色
1EA

擦拭纸、布

C6982

无尘擦拭布

应用于无尘室内设备的维护 , 无尘室内水、溶剂的控制和

吸收 ,配合溶剂进行产品特殊工序的表面处理 ,生物制药、

自动化仪表、电脑配件制造 , 镜处镜头制造、封装测试 .

E6979

经济型工业擦拭纸

应用范围:零件和工具的清洁,普通油污垢的清洁和擦拭,

油压装置液体渗漏的清洁擦拭,使用者自身的清洁和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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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6981-01-10EA
E6981-01 增强型工业擦拭布 ,描述 :单层抽取式 ,1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231×427mm;

颜色 :蓝色
10EA

E6981-01-1EA
E6981-01 增强型工业擦拭布 ,描述 :单层抽取式 ,1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231×427mm;

颜色 :蓝色
1EA

E6981-02-1EA
E6981-02 增强型工业擦拭布 ,描述 :单层大卷式 ,87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318×340mm;

颜色 :蓝色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984-02-1EA
H6984-02 强力去污擦拭布 ,描述 :大卷式 ,717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43×340mm; 颜色 :

蓝色
1EA

H6984-03-12EA
H6984-03 强力去污擦拭布,描述:1/4折叠式,50张/包;单张尺寸:300×330mm;颜色:

蓝色
12EA

H6984-03-1EA
H6984-03 强力去污擦拭布,描述:1/4折叠式,50张/包;单张尺寸:300×330mm;颜色:

蓝色
1EA

E6981

增强型工业擦拭布

X70 工业擦拭布主要应用于机械设备的擦拭和维护 , 工作

间场所的维护清洁 , 传输带和滚轮的清洁 , 普通油污的擦

拭 , 油压装置液体渗漏的清洁擦拭 , 使用者自身的擦拭 .

H6984

强力去污擦拭布

强力去污擦拭布主要运用于生产环境中重油污的擦拭 , 配

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 , 机床等大型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 各

种油墨渗透的清除,使用者自身的清洁,丝印网版的清洁.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403-01-1EA
L6403-01 低尘工业擦拭纸 ,描述 :单层抽取式 ,28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110×210mm;

颜色 :白色
1EA

L6403-02-15EA
L6403-02 低尘工业擦拭纸 ,描述 :单层抽取式 ,14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70×420mm;

颜色 :白色
15EA

L6403-02-1EA
L6403-02 低尘工业擦拭纸 ,描述 :单层抽取式 ,14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70×420mm;

颜色 :白色
1EA

L6403-03-15EA
L6403-03 低尘工业擦拭纸 ,描述 :双层抽取式 ,119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00×300mm;

颜色 :白色
15EA

L6403-03-1EA
L6403-03 低尘工业擦拭纸 ,描述 :双层抽取式 ,119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00×300mm;

颜色 :白色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402-02-1EA
M6402-02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单层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

寸 :250×350mm; 颜色 :青色
1EA

M6402-02-6EA
M6402-02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单层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

寸 :250×350mm; 颜色 :青色
6EA

M6402-03-1EA
M6402-03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单层大卷式 ,50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00×380mm;

颜色 :青色
1EA

L6403

低尘工业擦拭纸 

应用范围 : 科学 , 分析等精密仪器的擦拭清洁 , 配合溶剂

进行产品表面清洁,精密元器件的擦拭,印刷设备的清洁,

特殊部件的包装

M6402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应用范围 : 科学 , 分析等精密仪器的擦拭清洁 , 配合溶剂

进行产品表面清洁,精密元器件的擦拭,印刷设备的清洁,

特殊部件的包装



清

洁

消

毒

清

洁

消

毒

50 51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402-03-4EA
M6402-03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单层大卷式 ,50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00×380mm;

颜色 :青色
4EA

M6402-05-1EA
M6402-05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00×350mm;

颜色 :白色
1EA

M6402-05-6EA
M6402-05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00×350mm;

颜色 :白色
6EA

M6402-06-1EA
M6402-06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250×350mm;

颜色 :蓝色
1EA

M6402-06-6EA
M6402-06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250×350mm;

颜色 :蓝色
6EA

M6402-07-1EA
M6402-07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描述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250×350mm;

颜色 :天蓝色
1EA

M6402-08-1EA
M6402-08 多用途洁净擦拭布 ,汽车用 ,描述 :汽配 ,1/4 折叠式 ,300 张 / 盒 ; 单张尺

寸 :280×330mm; 颜色 :天蓝色
1EA

M6407

超细纤维擦拭布

强力去污擦拭布主要运用于生产环境中重油污的擦拭 , 配

合溶剂进行表面处理 , 机床等大型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 各

种油墨渗透的清除,使用者自身的清洁,丝印网版的清洁.

M6983

多用途无尘擦拭布 

多用途无尘擦拭布是电子及计算机工业用得最广泛的擦拭

布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407-01-1EA
M6407-01 超细纤维擦拭布,描述:1/4折叠式,25片/盒;单张尺寸:400×400mm;颜色:

蓝色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983-01-1EA
M6983-01 多用途无尘擦拭布,描述:单片式,300张/包;单张尺寸:215×215mm;颜色:

白色
1EA

M6983-02-1EA
M6983-02 多用途无尘擦拭布,描述:单片式,300张/包;单张尺寸:300×300mm;颜色:

白色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U6401-01-1EA
U6401-01 工业擦拭布 ,描述 :单层抽取式 ,200 张 / 盒 ; 单张尺寸 :300×400mm; 颜色 :

白色
1EA

U6401-02-1EA
U6401-02 工业擦拭布 ,描述 :单层大卷式 ,90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310×340mm; 颜色 :

白色
1EA

U6401-03-12EA
U6401-03 工业擦拭布,描述:单层1/4折叠式,76张/包;单张尺寸:318×330mm;颜色:

白色
12EA

U6401-03-1EA
U6401-03 工业擦拭布,描述:单层1/4折叠式,76张/包;单张尺寸:318×330mm;颜色:

白色
1EA

U6401

工业擦拭布

擦拭布应用范围 : 机械设备的擦拭和维护 , 工作间场所的

维护清洁 , 传输带和滚轮的清洁 , 普通油污的擦拭 , 油压

装置液体渗漏的清洁擦拭 , 使用者自身的擦拭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U6980-01-1EA
U6980-01 标准型工业擦拭纸 ,描述 :三层大卷式 ,68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75×400mm;

颜色 :白色
1EA

U6980

标准型工业擦拭纸 

应用范围 : 零件和工具的清洁 , 实验室、厨房等及台面擦

拭 , 机械设备的擦拭和维护 , 传输带和滚轮的清洁 , 普通

油污垢的清洁和擦拭 , 油压装置液体渗漏的清洁擦拭 , 使

用者自身的清洁和擦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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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149-01-1EA H7149-01 高效地面油污清洗剂 ,规格 :1Gal 1EA

H7149-02-1EA H7149-02 高效地面油污清洗剂 ,规格 :25kg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7151-01-1EA B7151-01 轴承零部件清洗剂 ,规格 :25kg 1EA

清洗剂

B7151

轴承零部件清洗剂

环保型金属表面油脂清洗剂是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溶

剂型清洗剂 .

H7149

高效地面油污清洗剂

高效地面油污清洗剂充分体现科研技术成效 , 利用各种离

子均衡的性质,能有效清洗地面厚重污垢和油垢混合脏污,

此清洗剂对任何表面皆不会造成损害 , 是专业清洗地面的

高效清洁剂 . 可安全使用于能够水洗的所有地面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7153-01-1EA S7153-01 不锈钢清洗剂 ,规格 :1GAL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U7150-01-1EA U7150-01 超声波清洗剂 ,规格 :25kg 1EA

S7153

不锈钢清洗剂

主要清洗钢铁基材表面的润滑油 , 切削油 , 防锈油 , 动植

物油等油污和其他污物 , 具有优良的乳化、分散、渗透、

强清洗能力 , 不含磷 , 对各种不锈钢材质无腐蚀 , 不燃不

爆 , 取代洗涤油 , 节约能源 .

U7150

超声波清洗剂

具有良好的洗净效果 , 渗透力强 , 可完全生物降解 , 符合

国家废水排放标准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U6980-01-1EA
U6980-01 标准型工业擦拭纸 ,描述 :三层大卷式 ,680 张 / 卷 ; 单张尺寸 :275×400mm;

颜色 :白色
1EA



清

洁

消

毒

清

洁

消

毒

54 55

洗手液

H7193

高效去油污洗手液

本品是专为手部重油污而研制的专业产品 , 由天然环保成

分和表面活性剂所组成 , 使油污迅速脱离皮肤表面 , 达到

彻底清除油污的效果 , 洗后呈现干净利爽、不粘不沾 .

E7192

爽洁滋润洗手液

爽洁滋润洗手液是一种融去污、保湿为一体的洗手液 , 能

有效防止细菌交叉感染 ; 蕴含芦荟提取液 , 在彻底消除皮

肤尘垢和细菌的同时防止手部肌肤干燥、粗糙 , 令双手清

爽滋润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7193-01-1EA H7193-01 高效去油污洗手液 ,规格 :500g 1EA

H7193-02-1EA H7193-02 高效去油污洗手液 ,规格 :2kg 1EA

H7193-03-1EA H7193-03 高效去油污洗手液 ,规格 :1 加仑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7192-01-1EA E7192-01 爽洁滋润洗手液 ,规格 :500g 1EA

E7192-02-1EA E7192-02 爽洁滋润洗手液 ,规格 :1 加仑 1EA

M7194

抗菌洗手液 (无色无味 )

起到抑制细菌再生防止交叉感染 . 特别添加了海洋贝壳提

取液及保湿因子 , 令双手更加滋润保湿 . 主要具有以下特

点

R7196

清爽泡沫洗手液 

能有效防止交叉感染 , 采用无色无味，细腻泡沫配方 , 省

去沾水搓洗起泡过程 . 拥有天然保湿因子，能彻底清除皮

肤污垢，迅速补充干燥肌肤的水份 , 令双手拥有清爽滋润

之感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7194-01-1EA M7194-01 抗菌洗手液 ,规格 :500g 1EA

M7194-02-1EA M7194-02 抗菌洗手液 ,规格 :1 加仑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R7196-01-1EA R7196-01 清爽泡沫洗手液 ,规格 :1 加仑 1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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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胶剂、除锈剂 

G7155

除胶剂

可迅速溶解剥离不锈钢、玻璃、塑钢、电梯内部、陶瓷、

机械设备、大理石等表面的不干胶标签、双面胶及口香糖 ,

在去除残胶时效果非常好 .

H7152

高效除垢除锈剂

本品为高效浓缩性清洗剂 , 能有效去除锅炉、水箱设备内

部及管道表面的硬水垢、碱垢、锈渍,对不锈钢、铜、金属、

陶瓷、塑料等均安全无害、无腐蚀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G7155-01-1EA 除胶剂 ,规格 :1GAL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7152-01-1EA H7152-01 高效除垢除锈剂 ,规格 :1GAL 1EA

S7154

不锈钢光亮剂 (油性 )

本品为油性液体,能迅速有效去除不锈钢物品表面的污渍,

呈现不锈钢表面洁净的金属光泽 , 特别适用于厨卫内不锈

钢表面的清洁保养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7154-01-1EA S7154-01 不锈钢光亮剂 (油性 ), 规格 :1GAL 1EA

无尘棉签

H6237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广泛适用于工业和无尘室中 , 可以在要求高洁净的应用中

代替传统的长柄棉签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237-01-100EA
H6237-01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70mm; 杆宽×厚 :2.2×2.2mm;

头长×宽×厚 :10×3.2×1.5mm
100EA

H6237-02-100EA
H6237-02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60mm; 杆宽×厚 :3.2×3.2mm;

头长×宽×厚 :17×6.8×2.8mm
100EA

H6237-06-100EA
H6237-06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10mm; 杆宽×厚 :4×4mm; 头

长×宽×厚 :22×7.5×3.6mm
100EA

H6237-08-100EA
H6237-08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白色 ;总长 :130mm; 杆宽×厚 :6.5×2.5mm;

头长×宽×厚 :25.5×15.5×9.5mm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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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6238

低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广泛适用于工业和无尘室中 , 可以在要求高洁净的应用中

代替传统的长柄棉签 .

M6233

超细纤维无尘棉签

采用超细纤维无尘布搭配聚丙烯绿杆 , 洁净 , 无尘 . 棉签

头部小而柔软、弯曲自由 , 十分适合擦拭微小产品表面和

物体凹槽 , 可兼容多种化学用品一同配合擦拭产品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6238-01-100EA
L6238-01 低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材质 :聚丙烯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82mm; 杆宽×

厚 :6.5×6mm; 头长×宽×厚 :28×10×7.5mm
100EA

L6238-05-100EA
L6238-05 低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材质 :木制 ;杆颜色 :本色 ;总长 :150mm; 杆宽×

厚 :2.2×2.2mm; 头长×宽×厚 :25×8×8mm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H6237-09-100EA
H6237-09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30mm; 杆宽×厚 :6.5×2.5mm;

头长×宽×厚 :25.5×15.5×7.5mm
100EA

H6237-10-100EA
H6237-10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05mm; 杆宽×厚 :4×4mm; 头

长×宽×厚 :24×7.5×5mm
100EA

H6237-14-100EA
H6237-14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65mm; 杆宽×厚 :2.5×2.5mm;

头长×宽×厚 :14×3.5×3.5mm
100EA

H6237-15-100EA
H6237-15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30mm; 杆宽×厚 :6.7×2.6mm;

头长×宽×厚 :27×20×11.5mm
100EA

H6237-17-100EA
H6237-17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92mm; 杆宽×厚 :3.2×3.2mm;

头长×宽×厚 :17×6.8×2.8mm
100EA

H6237-18-100EA
H6237-18 高密度海绵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10mm; 杆宽×厚 :4×4mm; 头

长×宽×厚 :24×7.5×5mm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6233-02-100EA
M6233-02 超细纤维无尘棉签 ,杆颜色 :绿色 ;总长 :160mm; 杆宽×厚 :3.2×3.2mm;

头长×宽×厚 :17×6.8×2.8mm
100EA

P6234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广泛适用于工业和无尘室中 , 可以在要求高洁净的应用中

代替传统的长柄棉签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234-02-100EA
P6234-02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160mm; 杆宽×厚 :3.2×3.2mm;

头长×宽×厚 :17×6.8×2.8mm
100EA

P6234-03-100EA
P6234-03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72mm; 杆宽×厚 :2.8×2.8mm;

头长×宽×厚 :12×3.7×3.2mm
100EA

P6234-04-100EA
P6234-04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77mm; 杆宽×厚 :2.8×2.8mm;

头长×宽×厚 :9.5×3.2×2.8mm
100EA

P6234-05-100EA
P6234-05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100mm; 杆宽×厚 :3.2×3.2mm;

头长×宽×厚 :17×6.8×2.8mm
100EA

P6234-07-100EA
P6234-07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空心杆 ;总长 :125mm; 杆宽×厚 :6.5×2.5mm;

头长×宽×厚 :25×13.5×3.5mm
100EA

P6234-08-100EA
P6234-08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125mm; 杆宽×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EA

P6234-10-100EA
P6234-10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 ;总长 :73mm; 杆宽×厚 :2.6×2.6mm;

头长×宽×厚 :11×3.5×3mm
100EA

P6234-11-1000EA
P6234-11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空心杆加套管 ;总长 :125mm; 杆宽×

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0EA

P6234-11-100EA
P6234-11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空心杆加套管 ;总长 :125mm; 杆宽×

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EA

P6234-12-1000EA
P6234-12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内封边 ;总长 :125mm; 杆宽×

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0EA

P6234-12-100EA
P6234-12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实心杆内封边 ;总长 :125mm; 杆宽×

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EA

P6234-13-1000EA
P6234-13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空心杆 ;总长 :125mm; 杆宽×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0EA

P6234-13-100EA
P6234-13 聚酯纤维无尘棉签 ,杆类型 :空心杆 ;总长 :125mm; 杆宽×厚 :7.5×2.5mm;

头长×宽×厚 :25×14.5×3.5mm
100EA



清

洁

消

毒

清

洁

消

毒

60 61

擦镜纸

地垫

L1270

擦镜纸 

能够去除镜头表面的尘埃、油渍和指纹 , 擦拭后不会留下

毛絮 , 适用于擦拭显微镜、照相机镜头、镜片、电视荧屏、

医疗器材、石英或塑料制成的光学系统表面清除污水、油

渍等 .

A6974

防静电抗疲劳地垫

适用于车间 , 实验室 , 超市等任何需要长时间站立操作的

区域.防静电、耐磨防滑、中间弹力EVA层环保无毒无异味,

三层热熔无缝贴合 , 四边斜坡贴地面 , 防滑铁板纹 , 提供

最安全可靠的防滑保护 , 防踢绊 . 可定制大面积区域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L1270-01-10EA L1270-01 擦镜纸 ,材质 :木浆纤维 ;尺寸 :100×150mm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974-01-1EA A6974-01 防静电抗疲劳地垫 ,尺寸 :610×460×16mm; 颜色 :黑色黄边 1EA

A6974-01-5EA A6974-01 防静电抗疲劳地垫 ,尺寸 :610×460×16mm; 颜色 :黑色黄边 5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974-02-1EA A6974-02 防静电抗疲劳地垫 ,尺寸 :610×910×16mm; 颜色 :黑色黄边 1EA

A6974-02-5EA A6974-02 防静电抗疲劳地垫 ,尺寸 :610×910×16mm; 颜色 :黑色黄边 5EA

S1284

粘尘地垫 

粘尘地垫它能有效地粘除鞋底和车轮上的尘土 . 广泛应用

于半导体工业、电子工业、生物药业、航空航天、医院手

术室、食品加工业、高档宾馆、酒店等 .包装 :1本 30张 ,1

盒 10 本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1284-01-10EA S1284-01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450×600mm; 厚 :0.035mm 10EA

S1284-02-10EA S1284-02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450×900mm; 厚 :0.035mm 10EA

S1284-03-10EA S1284-03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900mm; 厚 :0.035mm 10EA

S1284-04-10EA S1284-04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35mm 10EA

S1284-04-1EA S1284-04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35mm 1EA

S1284-09-10EA S1284-09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450×600mm; 厚 :0.04mm 10EA

S1284-10-10EA S1284-10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450×900mm; 厚 :0.04mm 10EA

S1284-11-10EA S1284-11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900mm; 厚 :0.04mm 10EA

S1284-12-10EA S1284-12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4mm 10EA

S1284-12-1EA S1284-12 粘尘地垫 ,颜色 :蓝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4mm 1EA

S1284-16-10EA S1284-16 粘尘地垫 ,颜色 :白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4mm 10EA

S1284-16-1EA S1284-16 粘尘地垫 ,颜色 :白色 ;长×宽 :600×1200mm; 厚 :0.04mm 1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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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棉

酒精喷雾、凝胶

O6405

吸油棉

应用范围 : 控制并吸收各类油污的渗漏 . 吸收并清理水面

的油污 . 成品油渍的控制 . 清理大面积泄漏油污 . 船舶检

修 , 船底油污吸收 . 铺设船板吸油防滑 , 工业场所 , 如车

间内防止油污泄漏所引起的事故和伤害 .

E299585

75% 消毒用酒精喷雾

75% 酒精适用于一般物体表面的消毒。食品用工具和工业

设备的清洗消毒，也可用乙醇来制造醋酸、饮料、香精、

染料、燃料等。医疗上也常用体积分数为 70%-75% 的乙醇

作消毒剂等。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O6405-01-1EA
O6405-01 吸油棉,描述:复合片状,200片/包;单张尺寸:400×500mm;厚度:2mm;颜色:

白色
1EA

O6405-02-1EA
O6405-02 吸油棉,描述:复合片状,100片/包;单张尺寸:400×500mm;厚度:4mm;颜色:

白色
1EA

O6405-03-1EA
O6405-03 吸油棉 ,描述 :复合带撕线卷状 ,100 片 / 卷 ; 单张尺寸 :400×500mm; 厚

度 :2mm; 颜色 :白色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E299585 75% 消毒用酒精喷雾 100mL，6*100mL

M299596

免洗手消毒凝胶

应用范围 : 控制并吸收各类油污的渗漏 . 吸收并清理水面

的油污 . 成品油渍的控制 . 清理大面积泄漏油污 . 船舶检

修 , 船底油污吸收 . 铺设船板吸油防滑 , 工业场所 , 如车

间内防止油污泄漏所引起的事故和伤害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299596 免洗手消毒凝胶 280mL,24*280ml,1Gal

S6874

防震橡胶垫

适用于车间 , 实验室 , 超市等任何需要长时间站立操作的

区域.防静电、耐磨防滑、中间弹力EVA层环保无毒无异味,

三层热熔无缝贴合 , 四边斜坡贴地面 , 防滑铁板纹 , 提供

最安全可靠的防滑保护 , 防踢绊 . 可定制大面积区域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874-3mm-1EA S6874-3mm 防震橡胶垫 ,颜色 :淡黄色 ;长×宽×厚 :500×500×3mm 1EA

S6874-5mm-1EA S6874-5mm 防震橡胶垫 ,颜色 :淡黄色 ;长×宽×厚 :500×500×5mm 1EA

S6874-5mm-6EA S6874-5mm 防震橡胶垫 ,颜色 :淡黄色 ;长×宽×厚 :500×500×5mm 6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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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198

深层滋润护手霜 

特含乳木果油、橄榄油及维他命 E, 渗透力强 , 油而不腻 ,

极易吸收.在深层滋养手部肌肤的同时,形成一层保护膜,

有效预防秋冬季手部皮肤干燥、冻裂、粗糙等手部问题 ,

令手部肌肤柔软、润滑 .

M4858

LDPE 透明自封袋，厚 0.025mm

该自封袋环保是可以不用贴胶能自动封口的包装袋 , 多用

文件档案包装 , 考试袋 , 机械零件及食品包装 , 可以随意

开关的塑料袋 . 低密度聚乙烯制成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7198-01-1EA D7198-01 深层滋润护手霜 ,规格 :80g 1EA

护手霜

自封袋D9018

消毒防护套装 

消毒防护套装包含：口罩一盒、酒精喷雾 *2、抗菌洗手凝

胶 *1 瓶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9018-01-1Set
D9018-01 消毒防护套装 ,组成：D9016-01 口罩一盒 + E299585-100ml 酒精

喷雾 *2 + M299596-280ml 抗菌洗手凝胶 *1
1 套 1KIT，成套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4858-01-100EA
M4858-01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60×9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2-100EA
M4858-02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70×10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3-100EA
M4858-03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80×12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4-100EA
M4858-04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100×15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5-100EA
M4858-05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120×17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6-100EA
M4858-06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130×19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7-100EA
M4858-07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170×24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8-100EA
M4858-08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200×28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09-100EA
M4858-09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240×34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10-100EA
M4858-10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280×38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58-11-100EA
M4858-11 透明自封袋 ,宽度×长度 :340×440mm; 单面厚度 :0.02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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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926

LDPE透明自封袋，厚度0.05mm

该自封袋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于重

复打开和关闭 . 这非常适合存储 , 展示 , 保护和运输所有

类型的产品 . 原生树脂制造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926-01-1000EA
C4926-01 透明自封袋,宽度:38mm;长度:5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02-1000EA
C4926-02 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5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02-100EA
C4926-02 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5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3-100EA
C4926-03 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4-1000EA
C4926-0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04-100EA
C4926-0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5-1000EA
C4926-0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05-100EA
C4926-0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7-1000EA
C4926-07 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07-100EA
C4926-07 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8-100EA
C4926-0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09-100EA
C4926-0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0-1000EA
C4926-10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0-100EA
C4926-10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2-1000EA
C4926-1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2-100EA
C4926-1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926-15-1000EA
C4926-1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5-100EA
C4926-1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6-100EA
C4926-1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7-1000EA
C4926-1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7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7-100EA
C4926-1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7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8-1000EA
C4926-1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8-100EA
C4926-1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19-1000EA
C4926-1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19-100EA
C4926-1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1-1000EA
C4926-2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21-100EA
C4926-2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2-100EA
C4926-2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17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3-1000EA
C4926-23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23-100EA
C4926-23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4-1000EA
C4926-2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24-100EA
C4926-2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5-1000EA
C4926-2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25-100EA
C4926-2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6-1000EA
C4926-2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26-100EA
C4926-2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29-100EA
C4926-2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28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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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926-31-1000EA
C4926-3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31-100EA
C4926-3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34-1000EA
C4926-3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C4926-34-100EA
C4926-3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35-100EA
C4926-3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36-100EA
C4926-3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37-100EA
C4926-3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28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38-100EA
C4926-3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54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40-100EA
C4926-40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54mm; 长度 :330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41-100EA
C4926-4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04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42-100EA
C4926-4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04mm; 长度 :381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44-100EA
C4926-4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30mm; 长度 :457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C4926-71-100EA
C4926-7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457mm; 长度 :600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931-01-1000EA
C4931-01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 :5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01-100EA
C4931-01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 :5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2-1000EA
C4931-0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 :76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02-100EA
C4931-0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 :76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3-1000EA
C4931-03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0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03-100EA
C4931-03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01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4-1000EA
C4931-04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27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04-100EA
C4931-04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27mm;单面厚度:0.05mm;材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5-100EA
C4931-05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6-1000EA
C4931-06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06-100EA
C4931-06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09-100EA
C4931-09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11-100EA
C4931-11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28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12-1000EA
C4931-1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0EA

C4931-12-100EA
C4931-1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13-100EA
C4931-13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宽度 :228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05mm; 材

质 :低密度聚乙烯
100EA

C4931 
LDPE透明自封袋，厚0.05mm，
带书写

该自封袋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于重

复打开和关闭 . 这非常适合存储 , 展示 , 保护和运输所有

类型的产品 . 原生树脂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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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864

LDPE 透明自封袋 ,0.1mm

该自封袋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于重

复打开和关闭 . 这非常适合存储 , 展示 , 保护和运输所有

类型的产品 . 原生树脂制造 .

M4876
LDPE透明自封袋,厚度0.1mm,
带书写

该自封袋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于重

复打开和关闭 . 这非常适合存储 , 展示 , 保护和运输所有

类型的产品 . 原生树脂制造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4864-01-1000EA
M4864-01 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M4864-01-100EA
M4864-01 透明自封袋,宽度:51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2-1000EA
M4864-02 透明自封袋,宽度:64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M4864-02-100EA
M4864-02 透明自封袋,宽度:64mm;长度:76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3-100EA
M4864-03 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01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4-100EA
M4864-04 透明自封袋,宽度:76mm;长度:127mm;单面厚度:0.1mm;材质:低密度聚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5-100EA
M4864-0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01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6-100EA
M4864-0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7-100EA
M4864-0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01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8-100EA
M4864-0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27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09-100EA
M4864-0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0-100EA
M4864-10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1-100EA
M4864-11 透明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28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2-1000EA
M4864-1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0EA

M4864-12-100EA
M4864-12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4876-01-1000EA
M4876-01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51mm×51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0EA

M4876-01-100EA
M4876-01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51mm×51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2-1000EA
M4876-0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64×76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1000EA

M4876-02-100EA
M4876-02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64×76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100EA

M4876-03-100EA
M4876-03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76×101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4864-13-100EA
M4864-13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25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4-100EA
M4864-14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28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5-100EA
M4864-15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54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6-100EA
M4864-16 透明自封袋 ,宽度 :254mm; 长度 :330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7-100EA
M4864-1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04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7-500EA
M4864-17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04mm; 长度 :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500EA

M4864-18-100EA
M4864-18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04mm; 长度 :381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M4864-19-100EA
M4864-19 透明自封袋 ,宽度 :330mm; 长度 :457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度聚

乙烯 ;颜色 :透明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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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M4876-04-1000EA
M4876-04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76×127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0EA

M4876-04-100EA
M4876-04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76×127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5-100EA
M4876-05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101×152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6-100EA
M4876-06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127×203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7-100EA
M4876-07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152×228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8-1000EA
M4876-08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203×25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0EA

M4876-08-100EA
M4876-08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203×25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9-100EA
M4876-09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228×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100EA

M4876-09-500EA
M4876-09 带白色书写区透明自封袋 ,尺寸 :228×304mm; 单面厚度 :0.1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5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910-03-100EA
S4910-03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04-1000EA
S4910-04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102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S4910-04-100EA
S4910-04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102mm; 长度 :152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06-1000EA
S4910-06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S4910-06-100EA
S4910-06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152mm; 长度 :203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08-1000EA
S4910-08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356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S4910-08-100EA
S4910-08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203mm; 长度 :356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10-1000EA
S4910-10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305mm; 长度 :305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S4910-10-100EA
S4910-10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305mm; 长度 :305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

度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
LDPE 琥珀色自封袋，厚度
0.075mm

琥珀色的色彩 , 使袋容易辨认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S6998
线封样品袋，厚度 0.09mm

能更容易更高效的采集 , 储存及运输样品 . 且能确保采集

样品分析的可靠性.在环境取样,生物医学 ,制药学研究,

品质检测 , 及临床用药等都有广泛应用 . 本采样袋是在无

任何污染的环境下生产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4910-01-1000EA
S4910-01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76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S4910-01-100EA
S4910-01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51mm; 长度 :76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02-100EA
S4910-02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64mm; 长度 :228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EA

S4910-03-1000EA
S4910-03 琥珀色自封袋 ,宽度 :76mm; 长度 :127mm; 单面厚度 :0.075mm; 材质 :低密度

聚乙烯 ;颜色 :琥珀色
10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998-A1000ml-500EA
S6998-A100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71×115mm; 容积 :100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1200ml-500EA
S6998-A120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81×140mm; 容积 :1200ml; 单面厚

度 :0.09mm(9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120ml-500EA
S6998-A12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178×76mm; 容积 :12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1600ml-250EA
S6998-A160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00×180mm; 容积 :1600ml; 单面厚

度 :0.10mm(10 丝 ); 类型 :全透明
25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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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5958-05-100EA S5958-05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25×19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6-100EA S5958-06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90×19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7-100EA S5958-07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50×225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8-100EA S5958-08 高压自封袋 ,尺寸 :200×28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1684
塑料样品袋 ,带文件袋

用于样品和文件的安全运输 , 可防止交叉渗染 . 自封袋提

供良好的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功能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

于重复打开和关闭 .

A6194
铝箔自封袋，厚度 0.11mm

该自封袋环保 , 便捷和经济实惠 . 拉链密封安全 , 易于重

复打开和关闭 . 适用于冷冻、冷藏存储 , 展示 , 保护和运

输产品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1684-02-100EA
S1684-02 塑料样品袋 ,带文件袋 ,尺寸 :140×150×20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

消毒 :否
100EA

S1684-03-100EA
S1684-03 塑料样品袋,带文件袋,尺寸:225×150×200mm;类型:印刷标签;是否消毒:

否
100EA

S1684-04-100EA
S1684-04 塑料样品袋 ,带文件袋 ,尺寸 :225×150×20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

消毒 :否
100EA

S1684-21-100EA
S1684-21 塑料样品袋,带文件袋,尺寸:147×165×206mm;类型:印刷标签;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
LDPE 透明高压自封袋

自封袋提供良好的环保,便捷和经济实惠.拉链密封安全,

易于重复打开和关闭 . 非常适合存储、展示、保护和运输

各种类型的产品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5958-01-100EA S5958-01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15×115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2-100EA S5958-02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00×14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3-100EA S5958-03 高压自封袋 ,尺寸 :140×14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S5958-04-100EA S5958-04 高压自封袋 ,尺寸 :75×190mm;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否消毒 :否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998-A530ml-500EA
S6998-A53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229×114mm; 容积 :53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60ml-500EA
S6998-A6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127×76mm; 容积 :6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700ml-500EA
S6998-A70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229×140mm; 容积 :700ml; 单面厚

度 :0.09mm(9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A800ml-500EA
S6998-A800ml 圆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04×114mm; 容积 :80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C1200ml-500EA
S6998-C1200ml 扁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81×140mm; 容积 :1200ml; 单面厚

度 :0.09mm(9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C1600ml-250EA
S6998-C1600ml 扁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00×180mm; 容积 :1600ml; 单面厚

度 :0.106mm(10.6 丝 ); 类型 :全透明
250EA

S6998-C3000ml-250EA
S6998-C3000ml 扁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356×254mm; 容积 :3000ml; 单面厚

度 :0.106mm(10.6 丝 ); 类型 :全透明
250EA

S6998-C530ml-500EA
S6998-C530ml 扁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229×114mm; 容积 :530ml; 单面厚

度 :0.07mm(7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S6998-C700ml-500EA
S6998-C700ml 扁线自封样品袋 ,已灭菌 ,尺寸 :229×140mm; 容积 :700ml; 单面厚

度 :0.09mm(9 丝 ); 类型 :全透明
5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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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194-01-100EA
A6194-01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度 :115×100mm; 底宽 :28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1-500EA
A6194-01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度 :115×100mm; 底宽 :28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2-100EA
A6194-02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度 :160×105mm; 底宽 :30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2-500EA
A6194-02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度 :160×105mm; 底宽 :30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3-100EA
A6194-03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70×110mm; 底宽 :33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3-500EA
A6194-03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70×110mm; 底宽 :33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4-100EA
A6194-04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80×120mm; 底宽 :35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4-500EA
A6194-04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80×120mm; 底宽 :35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5-100EA
A6194-05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90×130mm; 底宽 :37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5-500EA
A6194-05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190×130mm; 底宽 :37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7-100EA
A6194-07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10×150mm; 底宽 :45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7-500EA
A6194-07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10×150mm; 底宽 :45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8-100EA
A6194-08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30×160mm; 底宽 :47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8-500EA
A6194-08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30×160mm; 底宽 :47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09-100EA
A6194-09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60×180mm; 底宽 :53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09-500EA
A6194-09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60×180mm; 底宽 :53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10-100EA
A6194-10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80×200mm; 底宽 :58mm; 厚

度 :0.11mm
100EA

A6194-10-500EA
A6194-10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280×200mm; 底宽 :58mm; 厚

度 :0.11mm
500EA

A6194-11-100EA
A6194-11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300×220mm; 底宽 :64mm; 厚

度 :0.15mm
100EA

A6194-11-500EA
A6194-11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300×220mm; 底宽 :64mm; 厚

度 :0.15mm
500EA

A6194-12-100EA
A6194-12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340×220mm; 底宽 :70mm; 厚

度 :0.15mm
1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6194-12-500EA
A6194-12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340×220mm; 底宽 :70mm; 厚

度 :0.15mm
500EA

A6194-13-100EA
A6194-13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420×300mm; 底宽 :60mm; 厚

度 :0.15mm
100EA

A6194-13-500EA
A6194-13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420×300mm; 底宽 :60mm; 厚

度 :0.15mm
500EA

A6194-14-250EA
A6194-14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480×300mm; 底宽 :60mm; 厚

度 :0.15mm
250EA

A6194-14-50EA
A6194-14 铝箔自封袋 ,自立式 ,高度 (夹链下 )×宽 :480×300mm; 底宽 :60mm; 厚

度 :0.15mm
50EA

C4716
LDPE 平口塑料袋，厚度
0.038mm

该塑料袋一端开口 , 一端封口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平口袋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6-01-5000EA
C4716-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5000EA

C4716-01-500EA
C4716-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500EA

C4716-02-1000EA
C4716-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2-100EA
C4716-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3-1000EA
C4716-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3-100EA
C4716-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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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6-04-1000EA C4716-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305mm; 颜色 :透明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4-100EA C4716-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305mm; 颜色 :透明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5-100EA
C4716-0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52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6-1000EA
C4716-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6-100EA
C4716-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7-1000EA
C4716-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178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7-100EA
C4716-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178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8-100EA
C4716-0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09-1000EA
C4716-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09-100EA
C4716-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0-1000EA
C4716-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0-100EA
C4716-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1-1000EA
C4716-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1-100EA
C4716-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2-1000EA
C4716-1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2-100EA
C4716-1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3-100EA
C4716-1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29×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4-1000EA
C4716-1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4-100EA
C4716-1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5-100EA
C4716-1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30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6-1000EA
C4716-1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610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6-16-100EA
C4716-1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610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7-1000EA
C4716-1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7-100EA
C4716-1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8-1000EA
C4716-1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8-100EA
C4716-1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19-1000EA
C4716-1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81×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6-19-100EA
C4716-1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81×38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20-100EA
C4716-2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457×610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6-21-100EA
C4716-2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508×762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38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厚度
0.05mm

该塑料袋一端开口 , 一端封口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9-01-5000EA
C4719-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类

型 :一端开口
5000EA

C4719-01-500EA
C4719-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类

型 :一端开口
500EA

C4719-02-1000EA
C4719-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类

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2-100EA
C4719-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类

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3-1000EA
C4719-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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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9-03-100EA
C4719-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0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4-1000EA
C4719-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4-100EA
C4719-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2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5-1000EA
C4719-0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5-100EA
C4719-0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6-1000EA
C4719-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6-100EA
C4719-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7-1000EA
C4719-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17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7-100EA
C4719-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17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8-1000EA
C4719-0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8-100EA
C4719-0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09-1000EA
C4719-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09-100EA
C4719-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152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0-1000EA
C4719-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0-100EA
C4719-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1-1000EA
C4719-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1-100EA
C4719-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2-100EA
C4719-1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54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3-1000EA
C4719-1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3-100EA
C4719-1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4-1000EA
C4719-1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9-14-100EA
C4719-1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203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5-1000EA
C4719-1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305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5-100EA
C4719-1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305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6-1000EA
C4719-1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29×305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6-100EA
C4719-1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29×305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7-100EA
C4719-1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5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8-1000EA
C4719-1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8-100EA
C4719-1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19-1000EA
C4719-1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35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19-100EA
C4719-1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35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0-1000EA
C4719-2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0-100EA
C4719-2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1-100EA
C4719-2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45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2-1000EA
C4719-2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38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2-100EA
C4719-2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38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3-1000EA
C4719-2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3-100EA
C4719-2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06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4-1000EA
C4719-2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5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4-100EA
C4719-2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457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5-1000EA
C4719-2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50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5-100EA
C4719-2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56×50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其

他

防

护

其

他

防

护

82 83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19-26-1000EA
C4719-2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8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6-100EA
C4719-2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381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19-27-1000EA
C4719-2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81×50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19-27-100EA
C4719-2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81×508mm; 单面厚度 :0.05mm; 颜色 :透明 ;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厚度
0.076mm

该塑料袋一端开口 , 一端封口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22-01-1000EA
C4722-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1-100EA
C4722-0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01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2-1000EA
C4722-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2-100EA
C4722-0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76×12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3-1000EA
C4722-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3-100EA
C4722-03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4-1000EA
C4722-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4-100EA
C4722-04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01×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5-1000EA
C4722-0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4722-05-100EA
C4722-05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27×203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6-1000EA
C4722-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6-100EA
C4722-06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29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7-1000EA
C4722-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7-100EA
C4722-07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254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8-1000EA
C4722-0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8-100EA
C4722-08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152×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09-1000EA
C4722-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09-100EA
C4722-09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03×305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10-1000EA
C4722-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06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10-100EA
C4722-10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06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11-1000EA
C4722-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11-100EA
C4722-11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254×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C4722-12-1000EA
C4722-1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0EA

C4722-12-100EA
C4722-12 LDPE 透明平口塑料袋 ,尺寸 :305×457mm; 颜色 :透明 ;单面厚度 :0.076mm;

类型 :一端开口
100EA

A4727
LDPE 琥珀色平口塑料袋，厚
度 0.05mm

该塑料袋一端开口 , 一端封口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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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A4727-01-1000EA
A4727-01 LDPE 琥珀色平口塑料袋 ,类型 :一端开口 ;尺寸 :76×229mm; 颜色 :琥珀色 ;

单面厚度 :0.05mm
1000EA

A4727-01-100EA
A4727-01 LDPE 琥珀色平口塑料袋 ,类型 :一端开口 ;尺寸 :76×229mm; 颜色 :琥珀色 ;

单面厚度 :0.05mm
100EA

A4727-02-1000EA
A4727-02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127×178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0EA

A4727-02-100EA
A4727-02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127×178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EA

A4727-03-1000EA
A4727-03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152×254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0EA

A4727-03-100EA
A4727-03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152×254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EA

A4727-04-1000EA
A4727-04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203×356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0EA

A4727-04-100EA
A4727-04 LDPE琥珀色平口塑料袋,类型:一端开口;尺寸:203×356mm;颜色:琥珀色;

单面厚度 :0.05mm
100EA

P1664

可灭菌塑料袋

该塑料袋一端开口 , 一端封口 , 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及经济

性 , 广泛用于包装 , 运输和贮存各种食品、纤维制品、日

化用品等 .

灭菌袋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1664-04-200EA
P1664-04 可灭菌塑料袋 ,长×宽 :660×310mm; 颜色 :透明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

否消毒 :否
200EA

P1664-04-50EA
P1664-04 可灭菌塑料袋 ,长×宽 :660×310mm; 颜色 :透明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

否消毒 :否
50EA

P1664-05-50EA
P1664-05 可灭菌塑料袋 ,长×宽 :600×415mm; 颜色 :透明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

否消毒 :否
5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1664-06-50EA
P1664-06 可灭菌塑料袋 ,长×宽 :810×610mm; 颜色 :透明 ;类型 :无印刷标签 ;是

否消毒 :否
50EA

S6386

灭菌袋

适用于EO灭菌和高温灭菌.主要用于医院、门诊消毒包装,

实验室用品的消毒包装 , 家用高温消毒包装 .　

S6391

灭菌卷袋

适用于EO灭菌和高温灭菌.主要用于医院、门诊消毒包装,

实验室用品的消毒包装 , 家用高温消毒包装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386-01-200EA
S6386-01 灭菌袋 ,长×宽 :130×57mm; 指示剂颜色变化 :蓝色变为黑色 (高温灭菌 ),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S6386-02-200EA
S6386-02 灭菌袋 ,长×宽 :254×70mm; 指示剂颜色变化 :蓝色变为黑色 (高温灭菌 ),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S6386-02-3000EA
S6386-02 灭菌袋 ,长×宽 :254×70mm; 指示剂颜色变化 :蓝色变为黑色 (高温灭菌 ),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3000EA

S6386-03-200EA
S6386-03 灭菌袋 ,长×宽 :260×90mm; 指示剂颜色变化 :蓝色变为黑色 (高温灭菌 ),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S6386-04-200EA
S6386-04 灭菌袋 ,长×宽 :300×135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S6386-05-200EA
S6386-05 灭菌袋 ,长×宽 :340×18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S6386-06-200EA
S6386-06 灭菌袋 ,长×宽 :395×23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20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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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391-01-1EA
S6391-01 灭菌卷袋 ,长 :200m;宽 :5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2-1EA
S6391-02 灭菌卷袋 ,长 :200m;宽 :75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3-1EA
S6391-03 灭菌卷袋,长:200m;宽:10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4-1EA
S6391-04 灭菌卷袋,长:200m;宽:15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5-1EA
S6391-05 灭菌卷袋,长:200m;宽:20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6-1EA
S6391-06 灭菌卷袋,长:200m;宽:25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7-1EA
S6391-07 灭菌卷袋,长:200m;宽:30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8-1EA
S6391-08 灭菌卷袋,长:200m;宽:35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S6391-09-1EA
S6391-09 灭菌卷袋,长:200m;宽:400mm;指示剂颜色变化:蓝色变为黑色(高温灭菌),

粉红色变为黄色 (EO 气体灭菌 )
1EA

B1052

生物冰袋 

生物冰袋具有蓄冷量足卫生无毒的明显优点 , 广泛应用于

疫苗、诊断试剂、血液、低温食品等需要冷冻冷藏货物的

保存与配送 . 使用之前请放入 -20℃环境下 24 小时后再使

用 .

冰袋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1052-01-24EA
B1052-01 生物冰袋 ,重量 :500g; 性状 :透明果冻胶块状 ;制冷温度 :2-8℃ ; 尺

寸 :190×120×20mm; 包装材料 :软质 PE 膜包装
24EA

B1052-02-24EA
B1052-02 生物冰袋 ,重量 :500g; 性状 :透明果冻胶块状 ;制冷温度 :2-8℃ ; 尺

寸 :220×155×20mm; 包装材料 :无纺布覆膜包装
24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B1052-02-2EA
B1052-02 生物冰袋 ,重量 :500g; 性状 :透明果冻胶块状 ;制冷温度 :2-8℃ ; 尺

寸 :220×155×20mm; 包装材料 :无纺布覆膜包装
2EA

S6127

不干胶标签 

标签上印有快速识别独特的边框 . 这些标签可以写钢笔 ,

铅笔 , 或永久性标记 . 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删除 , 不会留下

粘性残留物 .

标签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127-01-100EA
S6127-01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45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1-10EA
S6127-01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45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S6127-02-100EA
S6127-02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8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2-10EA
S6127-02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8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S6127-03-100EA
S6127-03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5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3-10EA
S6127-03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5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S6127-04-100EA
S6127-04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45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4-10EA
S6127-04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45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S6127-05-100EA
S6127-05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8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5-10EA
S6127-05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8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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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29

彩色标签 

标签可以写钢笔 , 铅笔 , 或永久性标记 . 他们可以很容易

地移除 , 不会留下粘性残留物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127-06-100EA
S6127-06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5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S6127-06-10EA
S6127-06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平装 ,每张 15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S6127-07-10EA
S6127-07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200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07-1EA
S6127-07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200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S6127-08-10EA
S6127-08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25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08-1EA
S6127-08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25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S6127-09-10EA
S6127-09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00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09-1EA
S6127-09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红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00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S6127-10-10EA
S6127-10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200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10-1EA
S6127-10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小号 ;标签尺寸 :25×4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200 个标签
1EA

S6127-11-10EA
S6127-11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25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11-1EA
S6127-11 不干胶标签 ,型号 :中号 ;标签尺寸 :41×60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25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S6127-12-10EA
S6127-12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00 个标签
10 rolls of
（10 卷）

S6127-12-1EA
S6127-12 不干胶标签 ,型号 :大号 ;标签尺寸 :48×68mm;颜色 :白底蓝边 ;包装类型 :

卷装 ,每卷 100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129-01-1EA C6129-01 彩色标签 ,尺寸 :13×30mm; 颜色 :红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EA

C6129-02-1EA C6129-02 彩色标签 ,尺寸 :13×30mm; 颜色 :黄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EA

C6129-03-1EA C6129-03 彩色标签 ,尺寸 :13×30mm; 颜色 :绿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EA

C6129-04-1EA C6129-04 彩色标签 ,尺寸 :13×30mm; 颜色 :白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EA

D4790

圆点标签 

实验室用多功能彩色圆点标签 , 用于颜色编码 , 可粘贴于

试管、储存瓶等几乎任何物质的表面 . 钢笔、铅笔等轻松

书写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4790-B12mm-10EA
D4790-B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B16mm-100EA
D4790-B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B16mm-10EA
D4790-B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B20mm-100EA
D4790-B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B20mm-10EA
D4790-B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B8mm-10EA
D4790-B8mm 圆点标签 ,颜色 :蓝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G12mm-10EA
D4790-G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G16mm-100EA
D4790-G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G16mm-10EA
D4790-G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G20mm-100EA
D4790-G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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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4790-G20mm-10EA
D4790-G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G8mm-10EA
D4790-G8mm 圆点标签 ,颜色 :绿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R12mm-100EA
D4790-R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R12mm-10EA
D4790-R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R16mm-100EA
D4790-R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R16mm-10EA
D4790-R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R20mm-10EA
D4790-R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R8mm-10EA
D4790-R8mm 圆点标签 ,颜色 :红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W12mm-10EA
D4790-W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W16mm-100EA
D4790-W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W16mm-10EA
D4790-W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4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W20mm-100EA
D4790-W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W20mm-10EA
D4790-W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W8mm-100EA
D4790-W8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W8mm-10EA
D4790-W8mm 圆点标签 ,颜色 :白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Y12mm-100EA
D4790-Y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Y12mm-10EA
D4790-Y12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12mm; 排列 :7×10;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70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Y16mm-100EA
D4790-Y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包装类型 :每张 40 个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Y16mm-10EA
D4790-Y16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16mm; 排列 :5×8; 纸张尺

寸 :150×100mm; 包装类型 :每张 40 个
10 pieces of 
（10 张 ）

D4790-Y20mm-100EA
D4790-Y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0 pieces 
of （100 张 

）

D4790-Y20mm-10EA
D4790-Y20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20mm; 排列 :4×6; 纸张尺

寸 :150×100mm; 类型 :每张 24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D4790-Y8mm-10EA
D4790-Y8mm 圆点标签 ,颜色 :黄色 ;圆点直径 :Φ8mm; 排列 :9×14; 纸张尺

寸 :160×100mm; 类型 :每张 126 个标签
10 pieces of 
（10 张 ）

P6128

连号标签

标签是为了有助于识别容器 , 货架 , 和其他标准的实验室

或工作场所的物品 . 标签可以写钢笔 , 铅笔 , 或永久性标

记 . 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删除 , 不会留下粘性残留物 .

C6111

低温标签

低温标签为医疗技术 , 生物实验室设计研发 , 该产品满足

实验室需要的低温环境 , 最低可在 -196℃的液氮环境中使

用并且具有优异的耐化学溶剂性能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128-G-1EA
P6128-G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绿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1 rolls of（1

卷）

P6128-G-6EA
P6128-G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绿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6 rolls of（6

卷）

P6128-R-1EA
P6128-R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红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1 rolls of（1

卷）

P6128-R-6EA
P6128-R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红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6 rolls of（6

卷）

P6128-Y-1EA
P6128-Y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黄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1 rolls of（1

卷）

P6128-Y-6EA
P6128-Y 连号标签 ,标签尺寸 :13×30mm; 颜色 :黄色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个标签 ,

标签从 No.0001 ～ No.1000 进行编号
6 rolls of（6

卷）



其

他

防

护

其

他

防

护

92 93

C6289

耐化学腐蚀标签 

通过激光印刷适性的影响 , 电子束 , 蜡 , 树脂和蜡 / 树脂

的热传输和紫外喷墨系统 , 标签具有优异的耐温性 , 不起

翘 , 耐弱酸弱碱、及电解液腐蚀 , 可以用于蓄电池 , 具有

牢固的粘合剂 , 确保标签能与各种表面贴合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289-18mm-1EA
C6289-18mm 耐化学腐蚀标签 ,材质 :PET; 颜色 :白色 ;厚度 :0.05mm; 尺寸 :18×18mm;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 rolls of（1

卷）

C6289-22mm-1EA
C6289-22mm 耐化学腐蚀标签 ,材质 :PET; 颜色 :白色 ;厚度 :0.05mm; 尺寸 :22×22mm;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 rolls of（1

卷）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111-W12.7mm-1EA
C6111-W12.7mm 低温标签 ,尼龙 ,材质 :尼龙 ;颜色 :白色 ;尺寸 :12.70×31.75mm;

可承受的最低温度 :-196℃ ; 描述 :条形标签 ,适用于 1.5-2.0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
每卷 1000 片

1EA

C6111-W19.05mm-1EA
C6111-W19.05mm 低温标签 ,尼龙 ,材质 :尼龙 ;颜色 :白色 ;尺寸 :Φ19.05mm; 可承
受的最低温度 :-196℃ ; 描述 :圆点标签 ,适用于 15-50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 rolls of（1
卷）

C6111-W6.35mm-1EA
C6111-W6.35mm 低温标签 ,尼龙 ,材质 :尼龙 ;颜色 :白色 ;尺寸 :6.35×19.05mm; 可
承受的最低温度 :-196℃ ; 描述 :条形标签 ,适用于 0.2ml PCR 管 ;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 rolls of（1
卷）

C6111-W9.53mm-1EA
C6111-W9.53mm 低温标签 ,尼龙 ,材质 :尼龙 ;颜色 :白色 ;尺寸 :Φ9.525mm; 可承受
的最低温度 :-196℃ ; 描述 :圆点标签 ,适用于 0.5-1.5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片

1 rolls of（1
卷）

C6114-W12.7mm-1EA
C6114-W12.7mm 低温标签 ,聚丙烯 ,材质 :PP; 颜色 :白色 ;尺寸 :12.70×31.75mm; 可
承受的最低温度 :-80℃ ; 描述 :条形标签 ,适用于 1.5-2.0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每

卷 1000 个标签
1EA

C6114-W19.05mm-1EA
C6114-W19.05mm 低温标签 ,聚丙烯 ,材质 :PP; 颜色 :白色 ;尺寸 :Φ19.05mm; 可承受
的最低温度 :-80℃ ; 描述 :圆点标签 ,适用于 15-50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C6114-W6.35mm-1EA
C6114-W6.35mm 低温标签 ,聚丙烯 ,材质 :PP; 颜色 :白色 ;尺寸 :6.35×19.05mm; 可
承受的最低温度 :-80℃ ; 描述 :条形标签 ,适用于 0.2ml PCR 管 ;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个标签
1EA

C6114-W9.53mm-1EA
C6114-W9.53mm 低温标签 ,聚丙烯 ,材质 :PP; 颜色 :白色 ;尺寸 :Φ9.525mm; 可承受
的最低温度 :-80℃ ; 描述 :圆点标签 ,适用于 0.5-1.5ml 冻存管 ;类型 :卷装 ,每卷

1000 个标签

1 rolls of（1
卷）

C6372

彩色牛皮纸胶带 

彩色牛皮纸胶带有助于识别容器 , 货架 , 和其他标准的实

验室或工作场所的物品 . 可以用钢笔 , 铅笔书写或永久性

标记 . 可轻松标记 , 可从表面轻松去除且无残留 .

胶带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372-01-10EA C6372-01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白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4-10EA C6372-04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橙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5-10EA C6372-05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绿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6-10EA C6372-06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浅蓝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7-10EA C6372-07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草绿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8-10EA C6372-08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粉红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09-10EA C6372-09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紫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10-10EA C6372-10 彩色牛皮纸胶带 ,颜色 :红色 ;材质 :牛皮纸 ;宽度 :15mm; 长度 :15m 10EA

C6372-11-1Kit
C6372-11 彩色牛皮纸胶带套装 ,组成 :每套包含 C6372-01~10 十种颜色的牛皮纸胶带

各一个
1套 1KIT，成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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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882

氟化密封胶带

氟化密封胶带用于水、蒸汽、油、化学药品、溶剂等的管

道螺纹接头密封 , 螺栓和螺帽部的密封 .

P6786

特氟龙胶带

表面光滑 , 有着良好的抗粘性 , 耐化学腐蚀和耐高温性以

及优秀的绝缘性能 , 广泛应用于包装 , 热塑 , 复合 , 封口

热合 , 电子电气等行业 , 并具有反复粘贴功能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T6882-W-1EA T6882-W 氟化密封胶带 ,颜色 :白色 ;长 :15m; 宽 :13mm; 厚 :0.1mm 1EA

T6882-Y-1EA T6882-Y 氟化密封胶带 ,颜色 :黄色 ;长 :15m; 宽 :13mm; 厚 :0.1mm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786-A100mm-1EA P6786-A10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00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A13mm-1EA P6786-A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A19mm-1EA P6786-A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A25mm-1EA P6786-A25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A30mm-1EA P6786-A3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30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A38mm-1EA P6786-A38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786-A50mm-1EA P6786-A5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08mm 1EA

P6786-B100mm-1EA P6786-B10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00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B13mm-1EA P6786-B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B13mm-6EA P6786-B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6EA

P6786-B19mm-1EA P6786-B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B19mm-6EA P6786-B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6EA

P6786-B25mm-1EA P6786-B25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B38mm-1EA P6786-B38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B50mm-1EA P6786-B5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786-C100mm-1EA P6786-C10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00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C13mm-1EA P6786-C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C13mm-6EA P6786-C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6EA

P6786-C19mm-1EA P6786-C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C19mm-6EA P6786-C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6EA

P6786-C25mm-1EA P6786-C25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C38mm-1EA P6786-C38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C50mm-1EA P6786-C5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786-D100mm-1EA P6786-D10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00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P6786-D13mm-1EA P6786-D13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P6786-D19mm-1EA P6786-D19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P6786-D25mm-1EA P6786-D25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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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786-D38mm-1EA P6786-D38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P6786-D50mm-1EA P6786-D50mm 特氟龙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25mm 1EA

P6837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一种高性能 , 多用途的复合材料新产品 . 因其优异的各项

性能 , 故被广泛应用在造纸 , 食品 , 环保 , 印染 , 服装 ,

化工 ,玻璃 ,医药 ,电子 ,绝缘 ,砂轮切片 ,机械等领域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P6837-B13mm-1EA P6837-B13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837-B19mm-1EA P6837-B19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837-B25mm-1EA P6837-B25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837-B38mm-1EA P6837-B38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837-B50mm-1EA P6837-B50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13mm 1EA

P6837-C13mm-1EA P6837-C13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837-C13mm-6EA P6837-C13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13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6EA

P6837-C19mm-1EA P6837-C19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19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837-C25mm-1EA P6837-C25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25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837-C38mm-1EA P6837-C38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38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P6837-C50mm-1EA P6837-C50mm 氟树脂玻璃纤维胶带 ,宽度 :50mm; 长度 :10m; 厚度 :0.18mm 1EA

C6406

普通型除胶布

应用范围 : 擦拭物的表面处理清洁及维护 . 汽车、航空、

造船等行业关键环节的清洁和表面处理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C6406-01-1EA
C6406-01 普通型除胶布 ,描述 :1/4折叠式 ,500张 /盒 ;单张尺寸 :600×500mm;颜色 :

白色
1EA

C6406-02-10EA
C6406-02 普通型除胶布 ,描述 :1/4 折叠式 ,50 张 / 包 ; 单张尺寸 :330×350mm; 颜色 :

蓝色
10EA

R6390

圆形利器盒 

利器盒为一次性使用 , 采用新聚丙烯料制成 , 封闭且防刺

穿 , 以保证在正常情况下 , 利器盒内盛装物不撒漏 , 并且

利器盒一旦被封口 , 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无法被再次打开 .

利器盒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R6390-A10L-10EA R6390-A10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0L; 直径×高度 :222×246mm 10EA

R6390-A15L-10EA R6390-A15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5L; 直径×高度 :230×290mm 10EA

R6390-A18L-10EA R6390-A18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8L; 直径×高度 :275×304mm 1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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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389

方形利器盒 

利器盒为一次性使用 , 采用新聚丙烯料制成 , 封闭且防刺

穿 , 以保证在正常情况下 , 利器盒内盛装物不撒漏 , 并且

利器盒一旦被封口 , 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无法被再次打开 .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389-A10L-10EA
S6389-A10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0L; 长×宽×高 :240×197×275mm;

类型 :推盖
10EA

S6389-A15L-5EA
S6389-A15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5L; 长×宽×高 :308×210×300mm;

类型 :翻盖
5EA

S6389-A25L-5EA
S6389-A25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25L; 长×宽×高 :350×253×405mm;

类型 :翻盖
5EA

S6389-A3L-10EA
S6389-A3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3L;长×宽×高:200×162×133mm;类型:

翻盖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R6390-A1L-20EA R6390-A1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L; 直径×高度 :108×120mm 20EA

R6390-A2L-20EA R6390-A2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2L; 直径×高度 :131×150mm 20EA

R6390-A3L-10EA R6390-A3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3L; 直径×高度 :159×184mm 10EA

R6390-A4L-10EA R6390-A4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4L; 直径×高度 :170×192mm 10EA

R6390-A5L-10EA R6390-A5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5L; 直径×高度 :193×207mm 10EA

R6390-A6.5L-10EA R6390-A6.5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6.5L; 直径×高度 :210×225mm 10EA

R6390-A8L-10EA R6390-A8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8L; 直径×高度 :211×237mm 10EA

R6390-B1L-20EA R6390-B1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L; 直径×高度 :126×115mm 20EA

R6390-B6L-10EA R6390-B6L 圆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6L; 直径×高度 :220×202mm 10EA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包装

S6389-A5L-10EA
S6389-A5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5L;长×宽×高:245×200×150mm;类型:

翻盖
10EA

S6389-A8L-10EA
S6389-A8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8L;长×宽×高:240×197×258mm;类型:

翻盖
10EA

S6389-B10L-10EA
S6389-B10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0L; 长×宽×高 :240×197×285mm;

类型 :手提式旋转盖
10EA

S6389-B15L-5EA
S6389-B15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5L; 长×宽×高 :308×208×300mm;

类型 :推盖
5EA

S6389-B3L-10EA
S6389-B3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3L;长×宽×高:203×162×135mm;类型:

推盖
10EA

S6389-B5L-10EA
S6389-B5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5L;长×宽×高:245×200×152mm;类型:

推盖
10EA

S6389-B8L-10EA
S6389-B8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8L;长×宽×高:240×197×258mm;类型:

推盖
10EA

S6389-C10L-5EA
S6389-C10L 方形利器盒 ,材质 :聚丙烯 ;容积 :10L; 长×宽×高 :322×205×288mm;

类型 :高盖
5EA

S6389-C5L-10EA
S6389-C5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5L;长×宽×高:245×200×172mm;类型:

推盖
10EA

S6389-C8L-10EA
S6389-C8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8L;长×宽×高:305×216×160mm;类型:

翻盖
10EA

S6389-D5L-10EA
S6389-D5L 方形利器盒,材质:聚丙烯;容积:5L;长×宽×高:245×200×177mm;类型:

手提式旋转盖
1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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