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订货专线：152-2192-9288
Tel：(021)6252-2989 ‧ E-mail：sh@twkd.com

类别 尺寸 一般 肤感 镜面 金属发丝 备注

1220mm x 2440mm x 2.8mm 480 590 670 930

1220mm x 2730mm x 3.5mm 930 1090 1190 1540

1220mm x 3030mm x 3.5mm 950 1110 1210 1580

单面 840 950 1030 1290

双面 1100 1320 1480 2000

单面 980 1090 1170 1430

双面 1240 1460 1620 2140

4mm 1220mm x 2440mm x 4mm 910 1020 1100 1360

6mm 1220mm x 2440mm x 6mm 890 1000 1080 1340

117mm x 2440mm x 12mm 140 160 180 230

178mm x 2440mm x 12mm 200 240 260 350

19mm x 0.5mm x 30M 170 190 210 250

25mm x 0.5mm x 30M 220 250 270 330

38mm x 0.5mm x 30M 330 370 400 500

610mm x 0.5mm x 2440mm 410 470 510 640

22mm x 0.5mm

22mm x 1mm

29mm x 0.5mm

38mm x 1mm

55mm x 1mm

1．木芯板类提供裁切成(宽)610mm × (长)2440mm的服务。
2．订制的板材交期30个工作日，如有需求请提前通知。
3．订制品依品项订制低于20片，酌收订制加工费530元。
4．多层板除P169BA、P176AA、P176BA、P176FA、P181AA、P181BA、

4．P181CA、P187AA、P8002C、P8305D备有库存，其余品项需订制。
5．上列价格为现金价格，含增值税率13%。
6．本报价有效期限30天。

物流服务：工作日 17：00前下单，当天发货；
物流服务：周末日 16：00前下单，当天发货。
展示厅开放时间：每周一 ~ 每周五 08：00-18：00。

展示厅开放时间：每周六 ~ 每周六 10：00-17：00。

欢 迎 来 电 洽 询，我 们 将 竭 诚 为 您 服 务。

日    期：
业    务：
手    机：

环保PP板价格表

规格

薄板

2.8mm

3.5mm 需订制

需订制

多层板

1220mm x 2440mm x 18mm

PP木芯板 马六甲

耐燃PP板 硅酸钙板

PP厚板

2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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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元/1米

6.5元/1米38mm

抽屉板
117mm

178mm

自黏封边条

19mm

25mm

38mm

610mm

55mm

无胶封边条
(封边机专用)

22mm

修边蜡笔18元(与PP板料号相对应)

2元/1米

3.5元/1米

3元/1米

加微信下单 →



订货专线：152-2192-9288
Tel：(021)6252-2989 ‧ E-mail：sh@twkd.com

品号 品名 系列 品号 品名 系列 品号 品名 系列

P101P1 枫木水波 一般 P182GA 金丝柚 一般 P8009C 砂面墨黑 一般

P101Q1 枫木水波 一般 P182HA 金丝柚 一般 P8011C 砂面灰白 一般

P125CA 沙比利 一般 P182PA 金丝柚 一般 P8021C 砂面暖灰 一般

P125DA 沙比利 一般 P182QA 金丝柚 一般 P8030C 砂面灰绿 一般

P125EA 沙比利 一般 P186AA 柚木 一般 P8040C 砂面雾蓝 一般

P125FA 沙比利 一般 P186CA 柚木 一般 P8208C 砂面铜灰 一般

P125GA 沙比利 一般 P186GA 柚木 一般 P8218C 砂面铁灰 一般

P125PA 沙比利 一般 P187AA 白橡木 一般 P8302D 肤感雪白 肤感

P137Q1 杷檀木 一般 P187AB 白橡木 一般 P8304D 肤感米白 肤感

P137R1 杷檀木 一般 P187BA 白橡木 一般 P8305D 肤感卡其 肤感

P160AA 尤加利 一般 P187EA 白橡木 一般 P8306D 肤感象灰 肤感

P160FA 尤加利 一般 P187FA 白橡木 一般 P8307D 肤感秋香 肤感

P160GA 尤加利 一般 P187GA 白橡木 一般 P8308D 肤感栗咖 肤感

P160HA 尤加利 一般 P187HA 白橡木 一般 P8309D 肤感墨黑 肤感

P160IA 尤加利 一般 P187PA 白橡木 一般 P8316D 肤感米金 肤感

P160JA 尤加利 一般 P187QA 白橡木 一般 P8318D 肤感铁灰 肤感

P169AA 梧桐木 一般 P187TA 白橡木 一般 P8320D 肤感玫瑰 肤感

P169BA 梧桐木 一般 P193BA 瑞士檀木 一般 P8326D 肤感黄褐 肤感

P169GA 梧桐木 一般 P193CA 瑞士檀木 一般 P8330D 肤感灰绿 肤感

P175BA 白橡木 一般 P193FA 瑞士檀木 一般 P8501D 肤感钛银 肤感

P175CA 白橡木 一般 P193GA 瑞士檀木 一般 P8504D 肤感钛白 肤感

P176A1 白榆木 一般 P197AA 栓木 一般 P8506D 肤感银灰 肤感

P176AA 白榆木 一般 P197BA 栓木 一般 P8507D 肤感香槟 肤感

P176BA 白榆木 一般 P197CA 栓木 一般 P8508D 肤感钛灰 肤感

P176CA 白榆木 一般 P331AA 白杨木 一般 P8511D 肤感银白 肤感

P176DA 白榆木 一般 P333AA 白杨木 一般 P8520D 肤感玫瑰金 肤感

P176EA 白榆木 一般 P342AA 白杨木 一般 P8602G 镜面白 镜面

P176FA 白榆木 一般 P7002L 银狐石 一般 P8609G 镜面黑 镜面

P177PA 白铁刀木 一般 P7009D 肤感黑云石 肤感 P8702F 雪白珍珠纹 一般

P178CA 白栓木 一般 P7012E 白石纹 一般 P8705F 卡其珍珠纹 一般

P178PA 白栓木 一般 P7013E 木纹石 一般 P8706F 栗灰珍珠纹 一般

P178QA 白栓木 一般 P7051L 暖灰清水模 一般 P8709F 墨黑珍珠纹 一般

P178SA 白栓木水波 一般 P7052L 灰白清水模 一般 P8808H 栗咖皮革纹 一般

P178T1 白栓木 一般 P7107L 锈斑秋香 一般 P8905J 卡其荔枝纹 一般

P179BA 榆木 一般 P7108L 锈斑栗咖 一般 P9005K 卡其泥作纹 一般

P181AA 胡桃木 一般 P7154L 米白麻布纹 一般 P9105M 卡其直布纹 一般

P181AB 胡桃木 一般 P7205L 卡其牛皮纸 一般 P9207N 秋香斜布纹 一般

P181BA 胡桃木 一般 P7306L 黄铜发丝纹 金属发丝 P9378P 铁灰圆波纹 一般

P181CA 胡桃木 一般 P7320L 玫瑰金发丝纹 金属发丝 P9405S 卡其点阵纹 一般

P181DA 胡桃木 一般 P8001C 砂面浅灰 一般 P9471S 银白点阵纹 一般

P481AA 胡桃木锯痕 一般 P8002C 砂面雪白 一般 P9478S 铜灰点阵纹 一般

P182AA 金丝柚 一般 P8003C 砂面驼黄 一般

环保PP板品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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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胶类产品、木工工具限定若无搭配其他制成品出货，则运费另计。
２．上列价格为现金价格，含增值税率13%。
３．本报价有效期限30天。

物流服务：工作日 17：00前下单，当天发货；

物流服务：周末日 16：00前下单，当天发货。

欢 迎 来 电 洽 询，我 们 将 竭 诚 为 您 服 务。

日    期：

业　务：

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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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厅开放时间：每周一 ~ 每周五 08：00-18：00。

展示厅开放时间：每周六 ~ 每周六 10：00-17：00。
上海分公司 / 展示厅：上海市长宁区紫云路421号SOHO天山广场T1座701室
订货专线：152-2192-9288 ‧ Tel：(021)6252-2989 ‧ E-mail：sh@twkd.com

H11.2 x W13.7 x L2440 mm H9.2 x W11.9 x L2440 mm H7.2 x W10.2 x L2440 mm

修边铝条售价：铝本色¥50、其他颜色均一价¥60，各款式相同。颜色选择如下：

售价以颜色区别 售价以颜色区别

修边铝条-U型(1) 修边铝条-U型(2) 修边铝条-U型(3) 修边铝条-U型(4) 修边铝条-U型(5)

H11 x W11 x L2440 mm H7 x W8 x L2440 mm

修边铝条-倒T型(1) 修边铝条-倒T型(2) 修边铝条-箭型

H3.5 x W2 x L2440 mm H1.5 x W2.1 x L2440 mm H3.7 x W7 x L2440 mm

售价以颜色区别

H3 x W8 x L2440 mm H6 x W6 x L2440 mm H3.8 x W5 x L2440 mm

售价以颜色区别 售价以颜色区别 售价以颜色区别

磁吸式(最大长度值1000mm)

¥420 ¥220 ¥280

修边铝条-T型 修边铝条-V型 修边铝条-工型

¥1,060 ¥530

AGB锁匣-KH016 CEAM隐藏铰炼-KH021 MURAKOSHI下降条-KH201

欧规(磁吸式) 隐藏式

Valli&Valli水平把手-KH005 Valli&Valli水平把手-KH008 Luter房间锁芯-KH013

欧规(门厚36~50mm适用) 欧规(门厚36~50mm适用) 欧规(门厚36~50mm适用)

¥2,010

100ML 柄径6.35mm(含夹具) 欧规(门厚36~50mm适用)

¥48 ¥120 ¥1,480

四刃双向

¥4(单入) / ¥30(10入) ¥96 ¥137

角线漆-BT9999F 电动修边机倒45度刀头-BS0005F Valli&Valli水平把手-KH004

¥620 ¥10(单入) / ¥50(6入)

毛刷-BS0008(F) 修边刀A-BS0001 修边刀B-BS0002

木柄长度270mm 单刃单向(可替换美工刀片)

科定环保白乳胶-BG0001(单入) 科定环保白乳胶-BG0001L(20入) 白铁刮板-BS0007(F)

1kg 20kg(1kg/包)

装修用品价格表

四吋/细齿

¥35

产品信息 产品样式 产品信息 产品样式 产品信息 产品样式

加微信下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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