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 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1.外形尺寸：长1220深700高1575
2.上层笼：长61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3.接污盘：长690宽540高45
4.踏脚网片：长690宽545厚10
5.上层笼门：长530高480厚8
6.下层笼门：长530高690厚8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
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 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选配件：需另购

氧气门pjp-02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笼内无死角设计，采用全圆角制作。
5.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6.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 位和固定。
7.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1.外形尺寸：长1220深700高1575
2.上层笼：长61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底部移动轮
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猫笼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静音设计，声音轻，自动上锁， 方便，安全性好。
3.每组上下两层，每层设有独立休闲区、 饮食区和卫生区。
4.中间高强度亚克力抽板式设计，清洁卫生。
5.笼内无死角设计，采用全圆角制作。
6.笼体外部贴有专用防震静音贴，降噪更安静。
7. 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1.外形尺寸：长1000深650高1765
2.上层笼：长1000高810深650
  下层笼：长1000高810深650

主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 中隔板和猫
跳板采用高强度亚克力板制作。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
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猫笼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庄，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静音设计声音轻，自动上锁，方便安全性好。
3.中间高强度亚克力抽板式设计，清洁卫生。
4笼内无死角设计，采用全圆角制作。
5笼体外部贴有专用防震静音贴，降噪更安静。
6. 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方便移位和固定。

长1220深700高1575

主体304不锈钢材料，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猫踏板采用高
强度亚克力板制作 。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方便移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长1220深700高2185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防腐、 防酸不生锈，笼体材料厚度
1.2mm,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直
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
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9.配备暖光灯、氧舱门、16位电源接口、干湿温度显示、漏电保护。
10.恒温控制器，超温电动断电，安全可靠。

1.外形尺寸：长1220深700高1815
2.上层笼：长61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3.接污盘：长687宽540高45
4.踏脚网片：长687宽545厚10
5.上层笼门：长470高480厚8
6.下层笼门：长530高690厚8
7.电源设备层：长1220深600高12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
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 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9.配备氧舱门、16位电源接口、输氧孔位、干湿温度显示、漏电保
护。

1.外形尺寸：长1220深700高1575
2.上层笼：长55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3.接污盘：长687宽540高45
4.踏脚网片：长687宽545厚10
5.上层笼门：长470高480厚8
6.下层笼门：长530高690厚8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
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 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1.外形尺寸：长1220深700高1575
2.上层笼：长55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3.接污盘：长687宽540高45
4.踏脚网片：长687宽545厚10
5.上层笼门：长470高480厚8
6.下层笼门：长530高690厚8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
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 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 超强承压， 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 自动上锁， 方便，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 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 不留死角， 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 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 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正面安全设计，钢化玻璃制作。
8.笼内装有LED射灯，节能， 明亮。
9.底部移动刹车轮， 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10.展示笼创新设计， 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1.外形尺寸：长2440深700高2185 (可按需定制）

2.上层笼：长61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610高820深700
3.接污盘：长690宽540高45
4.踏脚网片：长690宽545厚10
5.上层笼门：长530高480厚8
6.下层笼门：长530高690厚8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 正面 5mm钢
化玻璃， 内置LED射灯， 踏脚网格用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
钢丝组成，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
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设计，自动上锁，安全性好。
3.脚踏板网格和笼门高频高电流焊接，坚固不脱焊。 
4.接污盘全圆角设计，不留死角，冲洗方便。
5.内设无缝挡水边，使用更加方便卫生。
6.下层笼活动抽板设计，抽板抽出可变为大笼子。 
7.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 位和固定。
8.笼子创新设计，精美别致。随意组合，可按需定制。

1.外形尺寸：长1500深700高1575 (可按需定制）

2.上层笼：长500高610深700
下层笼：长750高820深7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踏脚网格用
直径10mm和直径4mm的钢丝组成， 接污盘材料厚度0.8mm。
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猫笼笼体结构合理，超强承压，坚固耐用。
2.门锁独特滑动式静音设计，声音轻，自动上锁， 方便，安全性好。
3.每组上下两层，每层设有独立休闲区、 饮食区和卫生区。
4.中间高强度亚克力抽板式设计，清洁卫生。
5.笼内无死角设计，采用全圆角制作。
6.笼体外部贴有专用防震静音贴，降噪更安静。
7. 底部移动刹车轮，静音、 耐磨， 方便移位和固定

1.外形尺寸：长1500深650高1765

主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笼体材料厚度
1.2mm, 笼门用直径8mm和直径6mm的钢丝组成， 中隔板和猫
跳板采用高强度亚克力板制作。底部移动轮采用高强度医用万
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1.內壁包裹式3D均衡温度系统。
2.中央集成式高敏度氧气传感器精确供氧系统。
3.高亮检查光、暖光自适应调节。
4.医疗级别高浓度负离子。
5.415nm蓝光医疗系统。
6.CO2浓度检测通风自适应、无人值守断电通风系统。
7. 紫外线高效杀菌消毒系统。
8.内置高效微颗粒双泵驱动空气压缩式勔物医疗雾化设备。

1.外形尺寸：长1400深860高1900
2.安装预留尺寸：长1530深950高1980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手术台采用优质304不锈钢制作，配有不锈钢活动网片，可有平网和
圆弧网片选择， 采用斜撑式升降支架， 升降平稳，锁定牢固，配有
触摸式升降开关，操作简便。

长1300宽600高450-10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坚固耐用，升降平
稳，操作简便。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采用优质304不锈钢制作， 配有不锈钢活动网片，可有平网和圆弧
网片选择， 采用斜撑式升降支架， 角度调节、升降平稳，锁定牢固，
配有触摸式升降开关，操作简便。

长1300宽600高450-10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坚固耐用，升降平
稳，操作简便。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v型恒温手术台温度0-42度之间，自动恒温功能，可随意调
节所需温度，配有漏电保护器，高温保护器，使用安全，台面采用
优质304不锈钢制作，配有不锈钢活动网片，可有平网和圆弧网片选
择，采用斜撑式升降支架，升降平稳，锁定牢固，配有触摸式升降
开关，操作简便。

长1300宽600高450-10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升温快，安全可靠，
升降平稳，使用简便，高温安全保护。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不锈钢恒温双向倾斜升降手术台温度0-42度之间，自动恒温功能，
可随意调节所需温度，内置高温保护器，安全可靠。台面采用优质
304不锈钢制作，配有不锈钢活动网片，两侧配有绑定神器，简易牢
固，方便实用，触摸式升降开关，操作简便，两侧配有绑定神器，
简易牢固，手术台采用优质304不锈钢制作。

长1500宽600高760-1050

高精度温控，用材扎实，坚固耐用，升降平稳，操作简便，高
温安全保护，卡绳扣简易方便。
双向倾斜式设计满足手术不同角度的需求，角度灵活可调，且
便于清洁卫生。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DWV-11型动物手术台由台面，销，台基三部分组成，配有手术器
械盘，输液架；
2.手术台台面高度升降采用电动控制，中间配有活动下水槽；
3.工作台面左右分别可倾斜45° , 采用旋钮手动操纵；
4.手术台面前后分别可倾斜45°, 采用自动操纵；
5.整机结构紧凑、 性能可靠合理、 操纵方便；
6.台面采用304不锈钢制作，耐高温、 防腐、 防锈；
7.工作台面温度调节范围0-42度之间，自动恒温功能，可随意调节
所需温度；
8.内置高温保护器，安全可靠；
9.配有绑定神器，简易牢固。

长1400宽650高760-1060

高精度温控，用材扎实，坚固耐用，升降平稳，操作简便，温
度安全保护，卡绳扣简易方便，抽拉水槽清洗方便。
手术台主体采用304不锈钢材料制作，方便实用，高强度升降
器，国标不锈钢304材料防腐、 防酸不生锈，配电动升降器，
性能更稳定。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　C型臂手术台由台面，升降支架，台基三部分组成，配有手
术器械盘，输液架；
2.　手术台台面高度升降采用电动控制；
3.　手术台面前后分别可倾斜45°，采用电动操纵，单侧沉重
40kg；
4.　整机结构紧凑、性能可靠合理、操纵方便；
5.　配有绑定神器，自由收紧，简易牢固。

长1500宽600高760-1050

手术台主体采用304不锈钢材料，床板为酚醛层压纸板材质，
具有密度均匀、X射线透光率佳的特点。不锈钢框架坚固耐用，
具有机械性能强、耐磨、耐高温、耐冲击、耐溶剂性、耐药品
等性能，防潮、防霉、易于清洗。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自带插座，使用方便，设备摆放空间大，经久耐用。

长600宽650高1580

主体采用304不锈钢制作，插座经过防漏电处理，使用安全。
底部可选万向刹车轮或固定调节脚。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设备摆放空间大，经久耐用。

长545宽455高1150

主体采用304不锈钢制作，底部可选万向刹车轮或固定调节脚。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使用方便，设备摆放空间大，经久耐用。

长550宽550高1500

主体采用304不锈钢制作，底部可选万向刹车轮或固定调节脚。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制作，整体采用1.2mm304 不锈钢制作， 配有防滑踩脚网
垫， 选用3寸防堵落水， 并配有多功能高压冲水龙头和可调节冷热
水控制龙头， 此水槽特别适合各大小宠物美容店为宠物洗浴

长1300宽740高900/1300
其它规格可按需订做

高压中水 防漏防堵．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制作，整体采用1.2mm304 不锈钢制作， 配有防滑踩脚网
垫， 选用3寸防堵落水， 并配有多功能高压冲水龙头和可调节冷热
水控制龙头， 此水槽特别适合各大小宠物美容店为宠物洗浴。

长1300宽740高900/1300
其它规格可按需订做

高压中水 防漏防堵 ．
宠物洗浴水槽整体采用1.2mm304不锈钢拉丝板制作。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制作，整体采用1.2mm304 不锈钢制作， 配有防滑踩脚网
垫， 选用3寸防堵落水， 并配有多功能高压冲水龙头和可调节冷热
水控制龙头， 此水槽特别适合各大小宠物美容店为宠物洗浴。

长1300宽740高900/1300
其它规格可按需订做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高压中水 防漏防
堵．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带SPA功能不锈钢浴缸， 有三种尺寸可供选择。 配有调控旋扭， 可
供操作入员调控水流气泡强弱及时间。 辅助热风功能有助于维持原
有的水温。 该款浴缸密封性良好， 同时可供宠物药浴之用。 浴槽
上方配有宠物保定环， 便于宠物保定。 底部调节螺丝的配备可使该
设备在不平整的地面也可平稳放置。

小号长900宽740高900/1300
中号长1100宽740高900/1300
大号长1300宽740高900/1300

宠物洗浴水槽整体采用1.2mm304不锈钢拉丝板制作， 坚固耐
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制作，整体采用1.2mm304不锈钢制作，配有电动升降开关
自动调节，并配有多功能高压冲水龙头和可调节冷热水控制龙头，
此水槽特别适合各大小宠物美容店为宠物洗浴。

长1300宽740高1170-16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高压冲水 防漏防
堵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材质说明：

规格参数：

全自动医用不锈钢消毒洗手池采用304不锈钢材料制作而成， 装配
脚踏出水笼头和感应清洁剂挤出盒方便易用， 安全卫生！是宠物医
院手术室的好伴侣!

长1200宽600高1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使用方便 清洁卫
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多功能宠物处置台采用全圆角制作不会有死角， 清理卫生比较方便， 
漏水采用不锈 钢滤毛落水不会堵塞。 配有不锈钢可抽拉式水龙头，
2种出水方式便于使用。 可以远近距高清洗，柜内抽屉滑轨采用不
锈钢加厚导轨。配一个柜子，三个抽屉。

长1400宽600高880

不锈钢多功能宠物处置台主体部分采用1.2mm材质304拉丝板
制作， 网格选用直径8mm为龙骨，横档用直径4mm交叉点焊。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宠物处置台台面采用全圆角制作不会有死角， 清理卫生比较方便， 
漏水采用不锈 钢滤毛落水不会堵塞。 配有不锈钢可抽拉式水龙头，
2种出水方式便于使用， 可以远近距高清洗。

长1400宽600高180

宠物处置台台面主体部分采用1.2mm材质304拉丝板制作， 网
格选用直径8mm为龙骨，横档用直径4mm交叉点焊。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处置台台面采用全圆角制作不会有死角， 清理卫生比较方便， 漏水
采用不锈 钢滤毛落水不会堵塞。 配有不锈钢可抽拉式水龙头，2种
出水方式便于使用。 可以远近距高清洗，柜内抽屉滑轨采用不锈钢
加厚导轨。配一个柜子，三个抽屉。

长1400宽600高880

木架湿式宠物处置台主体部分采用木材制作， 台面由304不锈
钢制作，网格选用直径8mm为龙骨，横档用直径4mm交叉点焊。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处置台台面采用大理石制作，光滑平整， 清理卫生比较方便， 柜内
抽屉滑轨采用不锈钢加厚导轨。配一个柜子，三个抽屉。

长1400宽600高880

木架干式宠物处置台主体部分采用木材制作， 台面由大理石制
作。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动物Ｂ超仪配套专用不锈钢宠物Ｂ超台，根据实际应用需要做了针
对性设计，更符合实际实用场景，边缘处理圆润，尺寸支持定制，
并且配装有万向刹车轮，方便移动。

长1100宽550高700

采用８个镍不锈钢材质打造，易清洁，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台面由方管支架、可拆卸托盘、拆卸网片组成，方面清洁。
2.处置台面高度升降采用电动脚踏控制，使用方便。
3.漏水采用不锈钢滤毛落水不会堵塞。 
4.可用与宠物洗牙、外伤处理、 接诊等。

长1200宽600高750-1050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功能多样。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台面凹角圆角处理，方便清洁卫生。
2.处置台面高度升降采用电动脚踏控制，使用方方便。
3.配备高精度电子称芯。 
4.可用与宠物诊疗、外伤处理、 接诊、称重等。

长900宽500高750-1050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功能多样。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台面凹角圆角处理，方便清洁卫生。
2.处置台面高度升降采用电动脚踏控制，使用方方便。
3. 可用与宠物诊疗、外伤处理、 接诊等。

长900宽500高750-1050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功能多样。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台面凹角圆角处理，方便清洁卫生。
2.配备高精度电子称芯。 
3.可用与宠物诊疗、外伤处理、 接诊、称重等。

长900宽500高800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功能多样。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304不锈钢材料制作，台面平整，四周采用抛光装饰，底部配有绑定
支架，加重底座下配微调脚。

大号：长1100宽600高800
小号：长900宽500高800

坚固耐用 平稳扎实 
简单易用 清洁卫生。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4称心设计多点传感器数字显示，地磅
标准，超大平面，大型犬称重更方便。
2.超薄设计， 台面平面拉丝更美观。
3.显示器智能定重， 宠物称重更灵活。
4.采用优质304不锈钢材料制作， 称量范围在0-150公斤， 满足大型
犬称重需求。

长1200宽600高65

多功能处置台主体部分采用1 .2mm材质304拉丝板制作， 网格
选用直径8mm为龙骨， 横档用直径4mm交叉点焊。
采用4秤芯设计 超大超薄台面 称重更方便。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配万向刹车轮带有抽屉，目配底板摆放物品。

大号：长1100宽600高800
小号：长900宽50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底部移动轮采用高
强度聚氨酷万向刹车轮。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304不锈钢制作，工作台面温度调节范围0-60度之间，自动恒温功能，
可随意调节所需温度。内置高温保护器，安全可靠，台面平整，配
有下水槽跟接污盘，方便清洁。

长920 宽520 高84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自动恒温，方便清
洁，坚固耐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称重、诊疗、处置多功能台称。
不锈钢材质，表面无缝对接，更容易清洁。

长1000宽55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称重诊疗 一台多
用 方便卫生。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304不锈钢材料制作，品质优良，不生锈，安全卫生易于清洁。

长1100宽520高770
长650宽300高77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灵活搭配 可定制。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电动升降 台面全圆角 设计平整 易用好清洁。

长1300宽600高450-10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该产品配合电动手术床工作，方便对术中治疗对象进行转移和X光的
诊断 。
可电动升降，方便耐用。

长1300宽600高500-1000

床板为酚醛层压纸板材质，具有密度均匀、X射线透光率佳的
特点。不锈钢框架坚固耐用，具有机械性能强、耐磨、耐高温、
耐冲击、耐溶剂性、耐药品等性能，防潮、防霉、易于清洗。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笼子顶部用304不锈钢封面，四周用不锈钢钢条制作，不易变形．桌
面比笼子宽4CM左右，方便当作操作诊疗台，可承重，可按需制作！

长800高800宽500

不锈钢304材料 可定制 节省空间 方便易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宠物诊疗台台面采用凹形圆角设计，清理卫生比较方便， 配有落水
口，可用于宠物洗牙。 柜内抽屉滑轨采用不锈钢加厚导轨。

长1400宽650高850

使用方便 清洁卫生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台面酚醛层压纸板材质，立柱304不锈钢不生锈，静音移动刹车轮！
台面可拆卸，可推，可抬！

长1300宽600高85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移动滑轮 活动台
面 配移动刹车轮。床板为酚醛层压纸板材质，具有密度均匀、
X射线透光率佳的特点。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主框架加厚304不锈钢管制作。
2.加厚布料，可清洗。
3.DIY设计，拆解组合更方便。

长1200宽550

304不锈钢主材料，加厚布料。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304不锈钢制作，台面厚度1.2mm, 下层板厚度1.0mm, 立柱 30 *30
方管厚度1.2mm, 台面配有栏杆，活动输液架使用方便下可选配刹车
轮或调节脚。

大号：长1100宽600高800 
小号：长900宽500高800

坚固扎实 简洁美观 干争卫生 使用寿命长。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主体 304不锈钢材料制作，两侧采用高强度亚克力挡板，可拼摆成
一排，清洁卫生，美观大方！

大号：长1100宽550高800
小号：长900宽50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亚克力挡板更显高
档，并具有很好的隔离静音效果。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 304不锈钢制作，框架 25 *25方管厚度1.2mm配有活动网片和活
动接污盘，栏杆能轻松放下，两侧配有活动钢化玻璃。

大号：长1100宽600高850
小号：长900宽500高850

左右隔离 干净卫生 坚固耐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304不锈钢制作，台面厚度1.2mm,立柱22*22方管厚度1.2mm,配有
活动输液架、活动网片、活动栏杆使用方便，下可选配刹车轮或调
节脚。

长1370宽600高780

结构合理 使用方便 功能多样。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304不锈钢制作，台面厚度1.2mm, 立柱 22*22方管厚度1.2mm, 配
有活动输液架，活动栏杆使用方便，下可选配刹车轮或调节脚。

小号：长900宽550高780
大号：长1100宽600高780

结构合理也可做为输辰台和诊行台使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全不锈钢304材料制作，台面凹形设计，配有不锈钢冲水池和双冲水
笼头方便使用，为保障亮度需求，配有高亮度电灯，一头装有活动
托盘，方便摆放手术器械，实用性强。

大号：长1600宽650高800
小号：长1100宽55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结构合理 方便 实
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宠物医院专用建议辅助台 结构简约，方便易用。

长650宽430高800

矩形设计更简易 空间更节省 万向轮灵活易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配万向刹车轮 台面 围栏 配有抽屉 多层面摆放。

长700宽45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方便易用 安全卫
生 可定制。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升降功能 配滚动万向刹车轮 简单实用不生锈。
配套手术台 实用超值款。

长880宽500高850-14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宠物笼专业为托盘冲洗而设计的洗盘器械，将宠物笼托盘放入水槽
内可方便快捷的冲洗！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另配有高压冲水枪方
便使用。

长620宽50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方便清洁 提高效
率。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宠物笼专业为托盘冲洗而设计的洗盘器械，将宠物笼托盘放入水槽
内可方便快捷的冲洗！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另配有高压冲水枪方
便使用。

长620宽50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方便快捷 提高效
率。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整体304不锈钢制作，经久耐用不生锈，三面挡水防止水外溅。全圆
角设计，方便清洗，滤毛落水防止堵塞！！

长620宽500高800/11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方便快捷 提高效
率。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采用25*25不锈钢304方管作为骨架，层板采用厚度为1.0mm的304不
锈钢板制作，上用活动棉纱网固定使宠物不受伤害。

大号：长800宽500高800
小号：长600宽450高8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外观简洁 橾作方
便 坚固扎实 干争卫生。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方管笼可做拼装式设计，笼门配装自动锁，设计新颖， 方便使用！
全304不锈钢材料制作，笼子框架方管厚度为1.2mm, 串管为厚度为
1.0mm,配有不锈钢脚踏板和不锈钢接污盘。 下有活动刹车轮，移动
和固定非常方便。

长1200宽800高1050
其它规格可按需订做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用料扎实 做工精
良 终身使用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箱体304不锈钢制作，后背配有排风口，门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作，
门上配有可调换气孔， 配有干湿温度计和接氧孔，门锁自动上锁，
安全方便。下配不锈钢网格和活动接污盘。

长610深745高610/141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结构新颖 清洁方便 
经久耐用 。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箱体304不锈钢制作，后背配有排风口，门采用透明有机玻璃制作，
门上配有可调换气孔， 配有干湿温度计和接氧孔，门锁自动上锁，
安全方便。下配不锈钢网格和活动接污盘。

长610深745高610/141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结构新颖 清洁方便 
经久耐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采用高强度实心不锈钢圆钢和方钢制作，上压网片上下移动灵活，
有效夹住大型凶恶的狗狗，对其打针检查非常方便，不用担心被狗
狗咬伤，打针的笼子两侧有开门并配上自动门锁，安全牢固。

小号：长700宽360高500
大号：长970宽420高680
特大号：长1200宽460高78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操作安全 用料扎实 
坚固耐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采用全304不锈钢材料制作，可拆卸式顶盖。

长590宽590高900

整体304不锈钢材料， 防腐、 防酸不生锈， 方便易用 安全卫
生 可定制。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滴数、流量双模式。
2.能够对阻塞丸剂量释放，更贴近临床需求，
    舒缓对宠物伤害。
3.外观小巧精致，体积小，质量轻便。
4.适应各种不同输液器。
5.声光报警功能醒目
6流速可设置步距最小为0.1ml/h，是国内同
   产品中较高精度。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1.花色：多种花色，可定制不同颜色。
2.特征自然凉防雷抗菌除臭防水等。
3.外袋材质：尼（涤）丝纺、复合PVC。
4.内容物：海绵、水、CMC等。
5.外包装：彩盒、外箱

长650宽500

无需电源 无需冷藏 自动降温 即用即冷 低碳环保 循环使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配套宠物笼具，让宠物在笼内更舒适。

与宠物笼门配套制作。

透气性好的布料制作。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与宠物笼门配套制作。

透气性好的布料制作。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配套宠物笼具，让宠物在笼内更舒适。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底座 90mm*90mm

国标8个镍全不锈钢304材质制作，耐腐蚀，强度高，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采用全不锈钢304材料精磨打造，
适合宠物医院候诊区，前台等位置使用，
倒扣设计可以防止拴狗绳脱落，易用便捷。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长600宽550
底座长250宽250

国标8个镍全不锈钢304材质制作，耐腐蚀，强度高，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采用全不锈钢304材料精磨打造。
便于挂防辐射服。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可放置2.5~14直径的气管。

国标8个镍全不锈钢304材质制作，耐腐蚀，强度高，不生锈。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采用全不锈钢304材料精磨打造，坚固耐用
不生锈。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使用时轻松从墙面拉下，不用时轻松推上墙，只有约13公分厚度，
节省宝贵的诊所空间。

台面长1120宽560   水泥墙承重75kg

304不锈钢材料，容易清洁，质量可靠，放心使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底座长660宽560



规格参数：

材质说明：

可以灵活旋转角度，动物放入摆位架中配合内窥镜取物及各种手术，
能让医生更加方便的手术。

长1200宽600   

304不锈钢方管框架，亚克力板面。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1.高科技:先进纳米碳晶科技,有高含量高纯度远红外,极高发射率以
精确,波长6-14微米激励
2.高质量:安全无毒耐用材质,科技与高工艺结合,无毒阻燃PP多层包
覆完全绝缘,密封,全防水,耐磨抗压。
3.高转换:直接将电能转换成热辐射能,转换率高达99.5%达到节约能
源,八段控温,零电磁波,碳晶片50w功率;
三分钟有感,【便捷稳定】【低碳节能】【舒适有感】。

长58cm宽48cm厚2.8cm
产品净重:3.0kg
额定功率:60W±5W
额定电压:220-240,50-60HZ
耐压强度2880V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1.一款非常舒适的、实用的缓解疲劳地垫
2.将人体工程学融入工作环境，具有93.3％的再压缩率
3.缓解长时间站立后的身体疲劳和不适，并恢复体能
4.大大提高站立的舒适度，减少身体伤害。
5.通过美国足病医学会认证
6.结构耐用，密封，可以防止吸收水分，底部防滑
7.医用级别清洁标准，耐油脂，清洁简单

60cmx120cmx20mm
质保：1年质保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120cm*W60cm*H75cm
包装规格：L122cm*W62cm*H13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4.9KG/16.55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90cm*W60cm*H75cm
包装规格：L92cm*W62cm*H13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3.25KG/14.4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75cm*W45cm*H75cm
包装规格：L79cm*W59cm*H12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3KG/14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75cm*W45cm*H79-89cm
包装规格：L84cm*W16cm*H59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0.95/12.2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90cm*W60cm*H79-89cm
包装规格：L92cm*W12cm*H62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2.95KG/14.1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120cm*W75cm*H79-89cm
包装规格：L122cm*W12cm*H62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7/18.5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75cm*H75cm
包装规格：L80cm*W13cm*H80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3/14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桌脚为全不锈钢结构,11层实木板，铝合金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66.5*45.5*75cm
包装规格：90*10*48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14.9KG/16.55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铁喷漆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120cm*W60cm*H45--105cm
包装规格：L124cm*W64cm*58cm
包装数量：一张/箱
净重/毛重:52KG/56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十一层板＋防滑胶皮＋铝包边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L90*W60*H72-86cm（升降高度为
14cm）
包装规格：桌面+底盘：92*60*13cm
                       油泵+梯形架：42*31*29cm
净重/毛重:28KG/30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电鍍烙＋铁喷漆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桌面直径75cm高度72--86cm（升降
高度为14cm）
包装规格：桌面+底盘：80*80*13cm
                       油泵+梯形架：42*31*29cm
包装数量：一张/两箱
净重/毛重:28KG/30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电鍍烙＋铁喷漆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桌面直径75cm高度75-89cm（升降
高度为14cm）
包装规格：桌面+底盘：80*80*13cm
                      油泵+梯形架：42*31*29cm
包装数量：一台\两箱
净重/毛重:27KG/29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不锈钢



规格参数： 产品规格：90*60*75-89cm（升降高度为14cm）
包装规格：桌面+底盘：92*60*13cm
                      油泵+梯形架：42*31*29cm
包装数量：一台\两箱
净重/毛重:27KG/29KG
桌面可供颜色:黑色、绿色、红色、蓝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不锈钢



规格参数： 风速：40-65m/s
电压：110-240m/s
产品包装尺寸：内箱尺寸：68*27*33cm
功率:700W（实际功效是普通吹水机的2800W）
净重/毛重:17/18.5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没有寿命限制，50db超静音。
2、真正带臭氧，负离子，可快速杀灭宠物身上病菌。
3、6种颜色可选苹果绿，粉红，银灰，深紫，深蓝，深橙
4、风速：40-65m/s(相当于国电电机2800W的功效）
5、可独立调节风速，温度，温控自动保护。



规格参数： 风速：95-110m/s
电压：220V
产品包装尺寸：47*23*30cm，一箱4台
功率:23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同等功率时，风力是国产电机的两倍，超静音。
2.美国原装进口电机。
3.外形独一无二，有外观、实用新型专利。
4.寿命是国产电机的三倍。
5.采用工程材料和高强度的外壳防护深加工。



规格参数： 风速：78m/s--98m/s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包装尺寸：内箱尺寸：68*27*33cm
功率:4000W
净重/毛重:7.8/9kg
表面处理:黄色，银色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其中一个电机是美国进口。



规格参数： 风速：38m/s--48m/s
温度：40-65摄氏度
噪音：4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115*360cm
包装尺寸：32*19*19cm
功率:2500W
净重/毛重:2kg/2.5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48m/s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7*47*47cm，一箱4台,内箱尺寸：47*23*23cm
功率:2800W
表面处理:铁喷塑  黄色，蓝色，黑色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48m/s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7*47*47cm，一箱4台,内箱尺寸：47*23*23cm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48m/s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7*47*47cm，一箱4台,内箱尺寸：47*23*23cm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48m/s--60m/s
温度：40-65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直径和高)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内箱尺寸：47*23*23cm
功率:30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直径和高)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 (外箱，4台一箱）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产品尺寸：Φ160*370mm（直径和高)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高档液晶屏显示温度，风速，
工作时间，可独立调节风速，温度。
8档温度，悉心呵护爱宠
8档风速，任意调节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高档液晶屏显示温度，风速，
工作时间，可独立调节风速，温度。
8档温度，悉心呵护爱宠
8档风速，任意调节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高档液晶屏显示温度，风速，
工作时间，可独立调节风速，温度。
8档温度，悉心呵护爱宠
8档风速，任意调节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高档液晶屏显示温度，风速，
工作时间，可独立调节风速，温度。
8档温度，悉心呵护爱宠
8档风速，任意调节



规格参数： 风速：38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净重/毛重:5.5/6kg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45* 23*23cm (内箱）
                      47*47*47cm，一箱4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风速：40m/s-60m/s
温度：40-60摄氏度
噪音：60db
电压：220V（可做110V）
功率：2800W
表面处理:铁喷塑
净重/毛重:5.5kg/6kg (机器）
                     5.65kg/6.65kg (支架）
产品尺寸：Φ160*370mm
包装尺寸：52*11*72cm (支架）
                      47*47*47cm，一箱4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无极变速、无极变温



规格参数： 1000w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宠物毛发双重过滤设计 可梳理带水毛发，
专利宠物毛发刷头，4种刷头组合，可代
替家用。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LS-50HD立式蒸汽灭菌器设有液晶屏自动控制程序，内置电加热器、安全
阀、压力温度显示以及灭菌结束报警器和自动切断加热电源等装置。该容
器具有消毒灭菌效果可靠，操作方便，使用安全，节电耐用和价廉物优等
优点。是医疗卫生、科研等单位对手术器械、敷料、器皿、培养基等进行
消毒灭菌的理想设备。

序
号

名    称 LS-50HD

1 灭菌有效容积 50L
2 最高工作压力 0.22MPa
3 最高工作温度 134℃
4 热均匀度 ≤±1℃
5 计时控制范围 0～99分钟
6 压力温度控制范围 105～134℃
7 功率 / 电源电压 3000W /AC220V.50Hz
8 产品特性 设有排放冷气、灭菌、计时、排汽、报警自动功能

9 安全特能
断水过热保护、电流过载自动切断、超压自动释放
内压大于0.027MPa时门不能打开，具有自锁功能

10 外形尺寸 51×47×113    (cm)
11 运输体积 59×59×128    (cm)
12 重量 毛重88Kg, 净重68Kg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LS-75HD立式蒸汽灭菌器设有数码自动控制程序，内装电加

热器、安全阀、放汽阀、压力温度指示表以及灭菌结束报警
器和自动切断加热电源等装置。该容器具有消毒灭菌效果可
靠，操作方便，使用安全，节电耐用和价廉物优等优点。是
医疗卫生、科研等单位对手术器械、敷料、器皿、培养基等
进行消毒灭菌的理想设备。

1 灭菌有效容积 75L
2 最高工作压力 0.21MPa

3 最高工作温度 134℃

4 热均匀度 ≤±1℃

5 计时控制范围 0～99分钟

6
压力温度控制范围

103～134℃

7 功率 / 电源电压 4500W /AC220V.50Hz

8 产品特性 设有排放冷气、灭菌、计时、排汽、报警自动功能

9 安全特能 断水过热保护、电流过载自动切断、超压自动释放

  内压大于0.027MPa时门不能打开，具有自锁功能

10 外形尺寸 540×560×1250 (mm)

11 运输体积 63×65×140    (cm)

12 重量 毛重105Kg, 净重95Kg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 LED3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30,000-
160,000Lux
灯泡数量 61颗 39颗
灯泡类型 LED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1%-100%
消耗功率（W） 65 40
术者头部升温 ﹤1℃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数量 61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65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3
照度（可调）30,000-160,000Lux
灯泡数量 39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40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数量 61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65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3
照度（可调）30,000-160,000Lux
灯泡数量 39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40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7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数量 80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80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00
照度（可调） 30,000-160,000Lux
灯泡数量 48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48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7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数量 80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80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00
照度（可调） 30,000-160,000Lux
灯泡数量 48颗
灯泡类型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光斑直径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消耗功率（W） 48
术者头部升温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700 LED5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30,000-
160,000Lux
灯泡数量 80颗 48颗
灯泡类型 LED LED
灯泡平均寿命 ≥80，000h ≥80，000h
色温（可调） 3700K ～5000K 3700K ～5000K
显示指数(可调) 95
聚焦深度 50-180cm 50-
光斑直径 160-280mm 160-280mm
亮度调节 1%-100% 1%-100%
消耗功率（W） 80 48
术者头部升温 ﹤1℃ ﹤1℃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700 LED500
照度（可调） 160,000Lux 120,000Lux
色温 4000K 4000K
显指(Ra) 95 95
光斑直径 160-280mm 160-280mm
聚焦深度 ≥1200mm ≥1200mm
亮度调节 无极调光5-100% 无极调光5-100%
LED灯泡寿命 40，000h 40，000h
消耗功率（W） 70 70
术者头部升温 ﹤2℃ ﹤2℃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700
照度（可调） 160,000Lux
色温 4000K
显指(Ra) 95
光斑直径 160-280mm
聚焦深度 ≥1200mm 
亮度调节 无极调光5-100% 
LED灯泡寿命 40，000h
消耗功率（W） 70
术者头部升温 ﹤2℃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LED500
照度（可调） 160,000Lux
色温 4000K
显指(Ra) 95
光斑直径 160-280mm
聚焦深度 ≥1200mm 
亮度调节 无极调光5-100%
LED灯泡寿命 40，000h
消耗功率（W） 70
术者头部升温 ﹤2℃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LED-200
照度（Lux） 30000
色温（K） 3500-5000
光斑直径 φ50mm
照明深度 ≥350mm
安全类型 I类B型
功    耗 10W
光斑直径 φ50mm
照明深度 ≥350mm
安装高度：2500-28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LED200
照度（Lux） 30000
色温（K） 3500-5000
光斑直径 φ50mm
照明深度 ≥350mm
安全类型 I类B型
功    耗 10W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LED200
照度（Lux） 30000
色温（K） 3500-5000
光斑直径 φ50mm
照明深度 ≥350mm
安全类型 I类B型
功    耗 10W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LED200
照度（Lux） 30000
色温（K） 3500-5000
光斑直径 φ50mm
照明深度 ≥350mm
安全类型 I类B型
功    耗 10W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摄像系统按配置要求来定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摄像系统按配置要求来定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700 ZF7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40,000-
18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1500h
色温 4500K±250K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700 ZF5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35,000-
16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1500h
色温 4500K±250K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700 ZF5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35,000-
16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1500h
色温 4500K±250K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7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色温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500
照度（可调）35,000-16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色温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700-30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700
照度（可调） 40,000-18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色温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500
照度（可调） 35,000-16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色温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6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技术参数 ZF500 
照度（可调） 35,000-160,000Lux 
灯泡平均寿命 ≥1500h 
色温 4500K±250K 
显示指数 95
聚焦深度（可调） 50-180cm 
光斑直径（可调） 160-280mm 
亮度调节 十档连续调节 
消耗功率（W） 150 
术者头部升温 ﹤2℃ 
主副灯自动切换 ﹤0.2s 
电源电压 AC100-240V  50/60HZ 
安装高度2300mm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水平旋转角度：0 -340°
2.终端箱上最大承重：80kg
3.标准供气：2个氧气、2个吸引、2个空气
4.标准供电：3孔电源插座8个
5.设备托盘：2个（可跟据要求增加托盘）
6.输液杆架：一套
7.工作电源：AC220V，50HZ；输入功率：4KVA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水平旋转角度：0 -340°
2.终端箱上最大承重：80kg
3.标准供气：2个氧气、2个吸引、2个空气
4.标准供电：3孔电源插座8个
5.设备托盘：2个（可跟据要求增加托盘）
6.输液杆架：一套
7.工作电源：AC220V，50HZ；输入功率：4KVA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水平旋转角度：0 -340°
2.终端箱上最大承重：80kg
3.标准供气：2个氧气、2个吸引、2个空气
4.标准供电：3孔电源插座8个
5.设备托盘：2个（可跟据要求增加托盘）
6.输液杆架：一套
7.工作电源：AC220V，50HZ；输入功率：4KVA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1.水平旋转角度：0 -340°
2.终端箱上最大承重：80kg
3.标准供气：2个氧气、2个吸引、2个空气
4.标准供电：3孔电源插座8个
5.设备托盘：2个（可跟据要求增加托盘）
6.输液杆架：一套
7.工作电源：AC220V，50HZ；输入功率：4KVA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噪音: 52-55dB
控制方式: 遥控式
最大噪音: 55dB
移动式消毒机80立方
风量: 1200立方米/小时
适用面积: 30m^2-50m^2
功能: 杀菌 除菌 除臭, 负离子 定时 除颗粒物 除
甲醛 除烟除尘 
除菌工作原理: 活性炭 负离子 臭氧 紫外线 光触
媒空气净化
产品类别: 空气消毒净化器
电源方式: 交流电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噪音: 35-45dB
控制方式: 遥控式
最大噪音: 45dB
移动式消毒机60立方
风量: 800立方米/小时
适用面积: 30m^2
功能: 杀菌 除菌 除臭, 负离子 定时 除颗粒物 除
甲醛 除烟除尘 
除菌工作原理: 活性炭 负离子 臭氧 紫外线 光触
媒空气净化
产品类别: 空气消毒净化器
电源方式: 交流电
适用范围：医院、学校、商务办公、宠物室、
门诊、家庭等等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ANP-5

流量(L/min) 0-5 

氧气浓度(V/V) 93%±3%

出口压力(Mpa) 0.04-0.07

工作电压(V/Hz) AC220±22V, 50±1Hz

额定功率(VA) 350

噪音(db) ≤50

LCD显示屏 累计时间; 机器温度

净重(Kg) 22 

外形尺寸(mm) 365*375*600

应用范围 宠物直接吸氧或感冒、输液用氧，宠物笼供氧,连接简易麻醉机使用。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ANP-8

流量(L/min)  0-8 

氧气浓度(V/V) 93%±3%

出口压力(Mpa) 0.04-0.07

工作电压(V/Hz) AC220±22V, 50±1Hz

额定功率(VA) 500

噪音(db) ≤50

LCD显示屏 累计时间; 机器温度

净重(Kg) 28 

外形尺寸(mm) 365*375*600

应用范围 宠物直接吸氧或感冒、输液用氧，宠物笼供氧,连接简易麻醉机使用。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ANP-8-1.4

流量(L/min)  0-8 

氧气浓度(V/V) 93%±3%

出口压力(Mpa) 0.04-0.07

工作电压(V/Hz) AC220±22V, 50±1Hz

额定功率(VA) 500

噪音(db) ≤50

LCD显示屏 累计时间; 机器温度

净重(Kg) 28 

外形尺寸(mm) 365*375*600

应用范围 宠物直接吸氧或感冒、输液用氧，宠物笼供氧,连接简易麻醉机使用。
麻醉机用压力1.4公斤（不适用于古氏麻醉机）



技术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型号 ANP-10

流量(L/min)  0-10

氧气浓度(V/V) 93%±3%

出口压力(Mpa) 0.04-0.07

工作电压(V/Hz) AC220±22V, 50±1Hz

额定功率(VA) 550

噪音(db) ≤50

LCD显示屏 累计时间; 机器温度

净重(Kg) 30

外形尺寸(mm) 365*375*600

应用范围 宠物直接吸氧或感冒、输液用氧，宠物笼供氧,连接简易麻醉机使用。

使用10升制氧机的好处：
快速提升箱体内的氧气浓度，以普佳普通氧气笼为例大概5-10分钟即可达
到40%左右，氧气的气量比较足，可以同时带两个舱吸氧



配置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制氧主机 JXZ-25LB（增压450kpa） 2

冷冻干燥机 JX-15 2

浓度流量显示器* TFT真彩7寸屏 2

储气罐 300L 1

电线* 3*1.5 6米

铜管* 外径8MM 10米

安装调试费（差旅费实
报实销）*

2个人1天培训后可自行安装 1

 1.低温保护：因为制氧机单独放置在一个通风设备间，所以容易被低温侵袭，制氧
机压缩机如果低于零摄氏度容易永久损坏，所以需要添加低温保护及自动升温系统
一套,该系统可以在探测到低温时停止启动压缩机，并开启加温风扇，对压缩机及整
机进行预热，达到预定温度后，制氧机开始启动。     
2.祛湿设备：如果天气比较潮湿，空气中水分比较多，水分对分子筛有破坏作用，
所以添加冷干机一台，对保护分子筛有非常好的作用。    
 3.加压功能：原铜管管径比较细，为了更好的保证远端氧气的流量，增加氧气加压
设备，使得氧气的压力达到400kpa以上，可以驱动麻醉机使用，也使得远端也可以
保持稳定流量。    
 4.氧气流量及均衡功能：添加一个氧气罐，用来储存氧气，从而可以使得制氧机根
据负载情况自动启停，从而最大节省制氧机，提升制氧机的使用寿命。    
 5.氧气浓度及流量显示系统：氧气的浓度关系到治疗的效果，所以附带一个氧气浓
度显示系统可以方便及时观察氧气的浓度以及可以观察使用的流量情况。

配置方案：



配置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制氧主机 JXZ-40LB（普压增压100KPA） 1

冷冻干燥机 JX-15 1

储气罐（可选） 300L 1

1.不含低温保护系统，适合室内半开放设备间，冬季最低室温不超过零下5度（缓速
启动），
2.适合医院采用新铺普压管路（PVC气动管或者硅胶管），如果原来有铜管管路且管
路比较长则不适合。
3.含压力自动控制系统一套，可以根据负载自动启停制氧机。
4.不适用于麻醉机（原有麻醉机可还用钢瓶供氧）

配置方案：



配置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数量

制氧主机 JXZ-20LB（普压增压
100KPA）

1

配置方案： 1.不含低温保护系统，适合室内半开放设备间，或者较大的房间内使用。
2.直接搭配ICU使用。
3.含简易增压系统一套（出口压力100-150KPA）。
4. 内置小型储气罐两个总计80升。
5.不适用于麻醉机（原有麻醉机可还用钢瓶供氧）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医用型
《收益宝》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通用型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家用型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通用型
热销款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家用型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训犬适用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训犬适用



规格参数：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人犬合用
畅销款



产品细节：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跑轮直径850mm

猫专用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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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淘宝店铺：https://shpujia.taobao.com/ 
阿里巴巴：https://shpujia.1688.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