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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 U I  H O N G

房车事业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房车事业部，位于西安骊山汽车 

厂内，诞生于2016年8月，提供房车改装所需的座椅床、座 

椅舒适性附件、房车精品桌系列、房车内饰灯系列等一系列 

个性化产品。起于微末，愿发于华枝，本着“汇通汇萃，鸿 

鹄高飞”的宗旨，以精致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为广大客 

户提供优美的购物体验，并在产品流通过程中，逐渐发展房 

车配件的研发、房车的整车改装以及租赁等多元化的业务板 

块，以发展促贸易，以贸易带动交流，愿为全国客户提供优 

质大量的配件和服务，欢迎广大新老朋友光临。 

房车座椅系列
系列房车座椅，多用途，舒适耐用。

HS-B2-1 房车单人卡座
产品名称：房车座椅（单人卡座） 

产品型号：HS-B2-1 

外观尺寸：坐深450mm，放平面积450*900（不包含头枕） 

靠背范围：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部分车型副驾驶 

HS-B2-2 房车双人卡座
产品名称：房车座椅（双人卡座） 

产品型号：HS-B2-2 

外观尺寸：坐深450mm，放平面积900*900mm（不包含头枕） 

靠背范围：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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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2-3 房车三人卡座
产品名称 ：房车座椅（三人卡座） 

产品型号： HS-B2-3 

外观尺寸 ：坐深450mm，放平面积1200*900mm（不包含头枕） 

靠背范围： 0º~180º 
适用车型： 房车 

产品名称 ：房车座椅（四人卡座） 

产品型号： HS-B2-4 

外观尺寸： 坐深450mm，放平面积1600*900mm（不包含头枕） 

靠背范围 ：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向前坐，向后坐均 

可，放平有900mm宽度， 可以 

当床使用。

HS-B2-4房车四人卡座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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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3-1 房车商务单座
产品名称：房车商务座椅（单座） 

产品型号：HS-B3-1 

外观尺寸：宽度535mm，放平长度1300mm 

靠背范围：9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商务车 

产品名称：房车商务座椅（双座） 

产品型号：HS-B3-2 

外观尺寸：宽度850mm，放平长度1320mm。 

靠背范围：9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靠背较高，放平有 

1300mm宽度， 单个座椅就可以 

当床使用。

HS-B3-2 房车商务双座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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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3-3 房车商务三座
产品名称：房车商务座椅（三座） 

产品型号：HS-B3-3 

外观尺寸：宽度1700mm，放平长度1100mm 

靠背范围：90º~180º 
适用车型：房车 

产品名称          房车吊床           吊床配件 

产品型号             HB-S1               HB-SP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合页设计，放下当床，收起来倾斜 

放置，腾出下部空间。

HB-S 吊床及配件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产品特点：包裹性设计，放平有1100mm宽度， 适合可以当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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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W1 自动回弹壁凳
产品名称：翻板椅子 

产品型号：HS-W1 

外观尺寸：400*340mm，（可来尺寸定制） 

适用场景：房车，货车及体育场，会议室，火车卧铺车厢，特种车 

产品名称：带靠背翻板椅子 

产品型号：HS-W1 HS-W2 

外观尺寸： 坐垫400*340mm，靠背400*380mm（可来尺寸定制） 

适用场景：房车，货车及体育场，会议室，火车卧铺车厢，特种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时放平，人离座 

后自动收起，可以用于过道位 

置，不影响人员的通行。

HS-W2 回弹壁凳(靠背)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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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W21 座椅旋转机构一
产品名称：旋转机构

产品型号：HS-W21

外观尺寸：390*360*40mm(包括手把的高度 95mm)

旋转角度：0º~360º
锁止档位： 4个

调节角度： 90°

材 料： 钢

用 途： 商务车，面包车，房车

产品名称：旋转机构

产品型号：HS-W13

旋转角度：0°~360°

外观尺寸：380*350*100mm

调节档位：4个

调节角度：90度

材 料：钢

用 途：商务车，面包车，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360度旋

转，方便上下车，方便使用者向

后坐（非行车时）。

HS-W13 座椅旋转机构二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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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WL7 旋转滑轨组合
产品名称：360度旋转滑轨组合 

产品型号：HS-WL7 

安装尺寸：上部:418mm/164mm,

                     下部:240mm/767mmx280/140mm 

旋转角度：0°~360° 

调节档位：4个 

调节角度：90度 

滑轨长度：786mm 

向前行程：200mm 

向后行程：200mm 

重       量：21kg

锁止模式：双锁止 

材        料：钢 

用        途：MPV，房车，商务车，面包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360度旋 

转，可以前后移动（移动范围40 

厘米），方便上下车，方便使用 

者向后坐（非行车时）。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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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F16  30手动调角器
产品名称：手动调角器 

核心部件：扇形齿盘 

产品型号：HR-F16 

调节角度：30-180° 

材        料：钢 

安装尺寸：靠背安装尺寸:90mm，座垫安装尺寸:100mm 

调整精度：2.8° 

手把调整：角度 30° 

手把锁力：34N~50N 

单 - 双锁：单锁 

用        途：货车，工程车，改装车座椅 

产品名称：手动调角器 

核心部件：扇形齿盘 

产品型号：HR-Z410 

调节角度：0-180度 

材        料：钢 

安装尺寸：靠背安装尺寸:80mm，座垫安装尺寸:100mm 

调整精度：2.8° 

手把调整：角度 30° 

手把锁力： 34N~50N 

单 - 双锁： 单锁 

用        途： 商务车房车及改装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靠背相后 

放倒，方便使用者躺在座椅上， 

操作简单，解锁方便。

HR-Z410 180手动调角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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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L505 505双锁滑轨
产品名称：滑轨 

产品型号：HS-L505 

滑壳长度：450mm 

滑芯长度：505mm 

向前行程：180mm 

向后行程：110mm 

锁齿间距：4mm 

锁止模式：双锁止 

产品名称：滑轨 

产品型号：HS-L385 

滑壳长度：385mm 

滑芯长度：374mm 

向前行程：110mm 

向后行程：100mm 

锁齿间距：4mm 

锁止模式：双锁止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前后移 

动，双锁止机构，牢固耐用，手 

把解锁，操作简便。

HS-L385 385双锁滑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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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GL8 GL8三排滑轨
产品名称：滑轨 

产品型号：HS-GL8 

滑壳长度：385mm 

滑芯长度：374mm 

向前行程：150mm 

向后行程：100mm 

锁齿间距：4mm 

锁止模式：双锁止 

产品名称：滑轨 

产品型号： HS-K450 

滑壳长度：400mm 

滑芯长度：445mm 

向前行程：170mm 

向后行程：150mm 

锁齿间距：4mm 

锁止模式：双锁止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前后移 

动，特别是增加乘坐者的腿部空 

间，双锁止机构，牢固耐用，手 

把解锁，操作简便。

HS-K450 卡座滑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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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FS1 1米长滑轨
产品名称：滑轨 

产品型号：HS-FS1 

滑轨长度：1000mm（1米） 

滑动范围：600mm 

锁止点数：10个点位 

锁齿间距：5mm 

锁止模式：双锁止 

滑动模式：滑轮在轨道内滑行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座椅前后移 

动，双锁止机构，牢固耐用，手 

把解锁，操作简便。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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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5 角度可调头枕
产品名称：头枕（角度可调） 

产品型号：HAH-5 

角度档位：3档（每档10°±2°） 

高度可调：5档 

驱动方式：手动 

颜色：黑色，灰色，棕色，可定制 

尺寸大小：29*18cm*12cm 

锁止模式：单锁止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用时调整头枕 

角度，适应靠背角度的变化。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AH-5N 可调头枕板
产品名称：头枕板（角度可调） 

产品型号：HAH-5N 

角度档位：3档（每档10°±2°） 

高度可调：5档 

驱动方式：手动 

海绵：可另配 

尺寸大小：29*18cm*12cm 

锁止模式：单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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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HG12 12MM孔头枕开关
产品名称：12mm头枕开关 

产品型号： HS-HG12 

总长：96mm 

孔径：12mm 

 

产品名称：10mm孔头枕开关 

产品型号： HS-HG10 

尺寸：长85mm，孔径10mm。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固定头枕，并使得头 

枕可以上下调整。

HS-HG10 10MM孔头枕开关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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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L 电动气囊腰撑
产品名称：电动气囊腰撑 

产品型号： HS-AL 

额定电压：12V 

气囊尺寸：长30cm，宽13-20cm 

安全装置：泄压阀 

产品名称：手动气囊腰撑 

产品型号： HS-HS01 

气囊尺寸：长30cm，宽13-20cm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乘坐者的腰部 

在行车过程中得到支撑，防止疲 

劳。

HS-HS01 手动气囊腰撑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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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M01 座椅震动按摩
产品名称：电动马达震动按摩 

产品型号： HS-SM01 

马达数量：四个、六个、八个（客户根据需求选择） 

额定电压：12v 

产品名称：电动气囊按摩 

产品型号： HS-SM02 

气囊数量：四个 

额定电压：12v 

按摩方式：轮流充放气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乘坐过程，对乘坐者 

的背部和腰部按摩活血，减缓疲 

劳。

HS-SM02 座椅气囊按摩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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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H01 座椅电加热
产品名称：座椅电加热 

产品型号：HS-H01 

产品名称：座椅加热和通风 

产品型号：HS-C01，HS-C02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使乘坐者感觉更 

舒服。

HS-C01 座椅加热和通风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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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1 无极可调节扶手
产品名称：无极可调节扶手 

产品型号：HAG-1BL（黑色）；HAG-1BG（米色） 

核心部件：Pu 海绵，塑料支架，金属安装支架 

承        重：120kg 

调节角度：0-120度角（从靠背算起） 

材        料：PU 

安装尺寸：85mm 

功        能：自由无级调节 

外观尺寸：378*95*62 mm 

内部物质：铁件/ABS 

表面资料：聚氨酯整体泡沫 

特        性：可调节，减震，耐磨 

颜        色：黑色，米色，（客户可定制） 

用        途：座椅附件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自由无极调节角度， 

固定角度靠旋转旋钮进行，方便 

耐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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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A2 包覆超纤皮扶手
产品名称：超纤皮扶手 

产品型号：HAG-A2 

核心部件：超纤皮革，Pu 海绵，塑料支架，金属安装支架 

承        重：120kg 

调节角度：0-120度角（从靠背算起） 

材        料：PU 

安装尺寸：85mm 

功        能：无级自由调节 

外观尺寸：378*95*62 mm 

内核材料：铁件/ABS 

表面材料：超纤皮 

特        性：可调节，减震，耐磨 

颜        色：黑色，灰色，米色，棕色，（客户可定制） 

适用范围：座椅附件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超纤皮包覆，结实耐 

用，自由无极调节角度，固定角 

度靠旋转旋钮进行，方便实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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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1 上扬扶手
产品名称：上扬扶手 

核心部件：Pu 海绵，塑料支架，金属安装支架 

产品型号：HAI-1B（黑色），HAI-2G（灰色） 

承        重：120kg 

调节角度：0-120度角（从靠背算起） 

材        料：PU 

安装尺寸：孔距55mm 

功        能：自由无级调节 

外观尺寸：360*55mm 

内核材料：铁件/ABS 

表面材料：聚氨酯整体泡沫 

特        性：可调节，减震，耐磨 

颜        色：黑色，灰色，（可定制） 

适用范围：座椅附件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旋转前面 

的旋钮调整固定角度。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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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椅舒适性改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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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1 商务挡位扶手
产品名称： 档位扶手 

核心部件： 海绵，金属内支架，金属安装支架 

产品型号： HAS-1 

承        重： 120kg 

调节角度： 0-90度角（从靠背算起） 

材        料： 海绵和金属 

功        能： 六档调节 

外观尺寸： 400×120×50mm 

内核装置： 金属支撑和档位调节装置 

表面材料： 海绵 

特        性： 可调节，减震，耐磨 

颜        色： 皮套客户自制（与座椅配色） 

适用范围： 座椅附件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按压前面 

的按钮调整固定角度。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



座椅舒适性改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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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L01 升降座椅腿
产品名称：升降座椅腿 

产品型号：HS-L01（自动升高），HS-L02（手动升高） 

承        重：300kg 

调节角度：0-360度 

调节高度：317-394mm 

左右滑移：130mm 

材        料：不锈钢 

功        能：升降、左右移动、旋转 

外观尺寸：400×120×50mm 

适用范围：座椅腿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有升高、 

旋转和左右滑移功能。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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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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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03 气动升降桌腿
产品名称：气动三节桌腿 

产品型号：HT-A03 

驱动方式：气动 

底座尺寸：305mm方形 

底座直径：300mm直径圆形 

工        艺：阳极氧化或抛光 

分节高度：32cm；51cm；71cm 

自        重：7kg 

材        料：不锈钢和高强度铝 

适        用：房车，MPV，游艇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有七档调 

节高度，易拆卸，地板仅留厚度 

1.5厘米的薄片。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M01 手动升降桌腿
产品名称：易拆卸桌腿 

产品名称：HT- M01 

底座直径：17.78mm 

底座工艺：阳极氧化和抛光 

桌杆工艺：抛光 

调节范围：54cm-70cm. 

净  重  量：2.5kg 

功        能：易拆卸和螺纹锁 

材        料：不锈钢和高强度铝 

用        途：房车，游艇 

适用桌板：HD-R70，HD-E73，HD-O60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自动升高，承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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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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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A3 手摇式升降桌
产品名称：手摇升降桌腿

产品型号：HT-MA3

调节范围：34-75cm

支柱材料：铝合金

传动配置：千斤顶旋转升降杆

驱动方式：手动

颜 色：金属色

配 件：摇把一个，圆盘盖板一个，桌面安装螺丝

承 重：230kg

底座尺寸：295×295×5mm

配套桌面：实木多层板桌面，实木包皮革桌面

适 用：游艇和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固定高

度，易拆卸，地板仅留厚度1.5

厘米的薄片。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MF01 固定高度桌腿一
产品名称：固定高度易拆卸粗管桌腿

产品型号： HT- MF01

自身高度： 700mm

底座直径： 17.78cm

制作工艺： 阳极氧化和抛光

特色功能： 易拆卸和螺纹锁

材 料： 不锈钢和高强度铝

用 途： 房车，MPV，游艇

支持桌板： HD-R70，HD-E73，HD-O60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缓慢手动升高，承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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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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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F02 固定高度桌腿二
产品名称：固定易拆卸细管桌腿

产品型号：HT-MF02-25，HT- MF02-27，HT- MF02-29，

杆子高度：25.59〃（650mm，HT-MF02-25），27.75〃 (700mm，

HT- MF02-27 )或者 29.75〃(750mm，HT- MF02-29)

底座尺寸：底座7″（180mm），桌座6.5″（165mm）

座子工艺：阳极氧化

杆子工艺：阳极氧化

材 料：铝合金

适 用：游艇和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两档调

节，承重较大，可以在室内和室

外通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FD03 折叠升降桌架
产品名称：高低可调折叠桌架

产品型号：HT- FD03

最高高度：683mm

折叠高度：309mm

颜 色：白色，黑色

外观尺寸：683*502*624mm

功 能：折叠升降

材 料：金属

适 用：房车，MPV，游艇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固定高度，易拆卸，地板仅留厚度约1.0厘米的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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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FK  K型折叠支架
产品名称：壁桌折叠支架

产品型号：HT- FK39，HT- FK34，HT- FK29，HT- FK24

长 度：390mm，340mm，290mm，240mm

宽度厚度：40*30mm

功 能：折叠和平放

颜 色：白色和浅蓝色

材 料：金属

适 用：房车，MPV，家具等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使用方便，承重较

大，折叠后垂直放置，节省空

间，可以在室内和室外通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 FT 三角折叠支架
产品名称：壁桌折叠支架

产品型号：HT- FT40，HT- FT30，HT- FT25，HT- FT20

长 度：400mm，300mm，250mm,200mm

宽度厚度：43*30mm(HT- FT40)；39*28mm(HT- FT30)；

39*27mm(HT- FT25)；34-23mm（HT-FT20），

功 能：折叠、支撑

颜 色：白色

材 料：金属

适 用：房车，MPV，家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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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桌系列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枣园西路90号 • 13379188748/17791230882

fufuf -shou.taobao.com • shop1465923668422.1688.com

HD-R70 长方形塑料桌板

产品名称：长方形塑料桌板

产品型号：HD-R70

尺 寸：400*700mm

材 料：ABS

安装方式：自攻螺丝固定（有预留孔位）

适 用：游艇和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材料坚固，耐腐蚀，

承重较大，有预留孔位，自攻螺

丝连接，简单方便，可以在室内

和室外通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E73 椭圆形塑料桌板

产品名称：椭圆塑料桌板

产品型号：HD-E73

尺 寸：430*730mm

材 料：ABS

安装方式：自攻螺丝固定（有预留孔位）

适 用：游艇和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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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桌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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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O60 圆形塑料桌板

产品名称：圆形塑料桌板

产品型号：HD-O60

尺 寸：直径600mm

材 料：ABS

安装方式：自攻螺丝固定（有预留孔位）

适 用：游艇和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皮革耐磨，颜色可搭

配，高贵典雅。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RW 皮革实木多层板桌

产品名称：长方形实木皮革桌板

产品型号：HD-RW

尺 寸：700*400mm

材 料：实木多层板+皮革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

适 用：房车

产产品品特特点点：材材料料坚坚固固，耐耐腐腐蚀蚀，承承重重较大，有预留孔位，自攻螺丝连接，简单方便，

可可以以在在室室内内和和室室外外通通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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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W01 亚克力长方形桌

产品名称：亚克力长方形桌板

产品型号：HD-PW01

尺 寸：650*400mm，600*380mm

材 料：木板+皮革+亚克力

颜 色：白色边，咖色边，黑色边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

适 用：房车和商务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皮革边缘耐磨，亚克

力光洁，美观大方，颜色可搭

配。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PW02 亚克力圆形桌

产品名称：亚克力圆形桌板

产品型号：HD-PW02

尺 寸：直径550，厚度35mm

材 料：木板+皮革+亚克力

颜 色：白色边，咖色边，黑色边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

适 用：商务车和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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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W01 橡木方形桌

产品名称：橡木方形桌板 

产品型号：HD-W01 

尺        寸：650*400mm，600*380mm 

材        料：实木板 

杯槽数量：无杯槽，四杯槽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 

适        用：商务车、游艇和房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实木材料，环保耐 

用，可以带多个杯托，方便适 

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W02 金属边实木桌板

产品名称：实木方形桌板 

产品型号：HD-W02 

尺        寸：400*800mm，客户定制尺寸 

材        料：实木多层板 

杯槽数量：无杯槽，二杯槽，四杯槽 

颜        色：白色，红色 

安装方式：螺丝固定 

适        用：商务车、游艇和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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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PF01 可调口杯架

产品名称：折叠杯架 

产品型号：HF-PF01 

开口范围：60mm 至 72mm 

打开尺寸：91*91*92mm 

折叠尺寸：91*91*17mm 

特色功能：可折叠 

材        料：塑料 

颜        色：黑色，灰色和米色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行车，商务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可以折叠平贴墙壁或 

车壁，不占用太大空间，使用时 

扳开即可，方便耐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SA 不锈钢折叠杯架

产品名称：不锈钢折叠杯架 

产品型号：HF-SA 

开口范围：56-78mm 

打开尺寸：96*99*102mm 

折叠尺寸：96*99*18mm 

特殊功能：可折叠 

材        料：不锈钢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行车，商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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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PF02 闭口折叠杯架

产品名称：开口固定杯架 

产品型号：HF-PF02 

口        径：70mm 

打开尺寸：108*95*94mm 

折叠尺寸：95*94*28mm 

功        能：可折叠 

材        料：塑料 

用        途：房车，办公桌，旅行车，商务车 

颜        色：黑色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有夹子直接架在圆柱 

体上，随意变换位置，杯座可以 

360度旋转。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B 自行车杯架

产品名称：自行车杯架 

产品型号：HF-B 

口        径：70mm 

尺        寸：148*86，内宽68mm 

特殊功能：360度旋转 

材        料：塑料 

用        途：自行车架、车把等圆柱体位置 

颜        色：黑色、白色、红色 

产品特点：可以折叠平贴墙壁或车壁，不占用太大空间，使用时扳开即可，方便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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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S 不锈钢通径杯托

产品名称：桌用杯托 

产品型号：HF-SS70, HF-SS88, HF-SG68, HF-SG88 

内部直径：68mm 和 88mm 

边缘直径：80mm 和 106mm 

开孔大小：70mm和90mm 

颜        色：不锈钢原色；镀金色和镀铜色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游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塑料材质，耐腐蚀， 

耐潮湿，颜色黑色百搭。其中边 

缘镀银色边的比较高档美观。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PA 桌用塑料杯托

产品名称：桌用杯托 

产品型号：HF-PA74Y，HF-PA35，HF-PA60 

外部尺寸：110mm（HF-PA35，HF-PA60）和88mm（HF-PA74Y） 

内部尺寸：85mm（HF-PA35，HF-PA60）和72mm（HF-PA74Y） 

材        料：塑料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游车 

产品特点：可以嵌套在桌面开孔内，使杯子稳定，方便行车过程的使用，美观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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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SD82 大异径杯托

产品名称：大异径杯托 

产品型号：HF-SD82 

尺        寸：阶梯内径71-90mm，高度82mm 

开孔直径：95mm 

材        料：不锈钢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游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两种尺寸内径，大小 

杯子都可放置。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SD60 小异径杯托

产品名称：小异径杯托 

产品型号：HF-SD60 

尺        寸：内径66-88mm，高度60mm 

开孔直径：90mm

材        料：不锈钢 

适        用：房车，办公桌，旅游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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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1 嵌入式花洒

产品名称：花洒 

产品型号：HM-S1 

颜        色：白色 

尺        寸：264*147mm，厚度150mm 

开孔尺寸：225*105mm 

适        用：房车，游艇，面包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椭圆形状，光洁平 

滑，小巧实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W-BS01 洗手池不锈钢盆

产品名称：面盆 

产品型号：HW-BS01 

外部尺寸：340*270mm 

内部尺寸：280*210mm 

下水形状：直通和弯管两种可选 

材        料：不锈钢 

适        用：房车，旅游车 

产品特点：冷热水风别控制，嵌入式放置，不占用外部空间，美观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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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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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P 水泵

电压：12V和24V两种 

电流：2A 

流量：12.5lpm（升/分钟） 

压力：35psi≈241.3MPa（兆帕斯卡）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新西兰技术，流量充 

足，稳定耐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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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D 圆形薄片灯
产品名称：车用圆顶灯 

产品型号：HL-D01；HL-DT01（带有触摸开关） 

光        源：24SMTLED 

外        径：74mm 

功        率：1.8W 

光  通  量：～200流明 

显        指：>80% 

工作电压：12VDC（有库存），24VDC（需定制）， 

                    DC10-33V（需定制） 

发光角度：160度泛光型 

工作电流：0.15A@12VDC；0.075A@24VDC  

色        温：3000k(暖光)，4000-4500k(自然)，6000-6500k(正白) 

工作温度：-40～55℃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圆形边缘，嵌入式安 

装，外表美观，小巧实用。开孔 

直径75mm。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01 嵌入式草帽灯
产品名称：车用草帽灯 

型        号：HD-01W, HD-01S 

外壳颜色：电泳白(HD-3W)/高光(HD-3S) 

外壳材质：压铸铝 

外壳尺寸：直径100mm,高25mm 

工作电压：DC12V 

灯珠颗数：5730 6SMTLED 

功        率：3W 

光  通  量：300LM 

显        指：75 

色        温：3000-6000k 

发光角度：120度 

产品特点：厚度仅有11mm，不占用外部空间，安装方便，亮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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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R01 短颈阅读灯
产品名称：车用阅读灯 

产品型号：HL-R01 

光        源：SMT LEDs 

底座直径：60mm 

功        率：1.8W 

光  通  量：160LM 

显        指：>80% 

工作电压：10~33VDC 

色        温：3000k(暖白);4000-4500k（自然光）;6000-6500k（正白） 

工作温度：-40～65℃ 

开关类型：触摸开关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软管灯头，自由位 

置，触摸开关，使用方便，外表 

美观，小巧实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L-RL01 鹅颈阅读灯
产品名称：长颈阅读灯 

产品型号： HL-RL01 

光        源： SMT LEDs 

底座直径： 60mm 

功        率： 1.8W 

光  通  量： 160Lm 

显        指： >80% 

工作电压： 10~33VDC 

色        温： 3000k(暖白)，4000-4500k(自然光)，6000-6500k(正白) 

工作电压： 10~33VDC 

软管尺寸： Φ9*200mm 

开关类型：触摸开关

产品特点：圆柱装灯头，360度发光，亮度适中，触摸开关，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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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40 长颈壁灯
产品名称：车用壁灯 

型        号： DSBD-40 

外壳颜色： 高光 

外壳材质： 车件铝 

灯体尺寸： 灯头 ：直径25mm,高60mm   软管M8*300mm,底座65*30mm 

工作电压： DC12V，DC24V 

灯珠颗数： 晶元1PCS 

功        率： 1W 

光  通  量： 110LM 

显        指： 80 

色        温： 3000k暖白，6000k正白 

发光角度： 30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半球状灯头，机械开 

关，表面安装方式，使用方便， 

放水设计，小巧实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D-02 圆形顶灯
产品名称：车用圆形顶灯 

型        号：HD-02 

外壳颜色：白色 

外壳材质：ABS 

外壳尺寸：直径102mm,高34mm 

工作电压：DC12V 

功        率：3W 

光  通  量：300LM 

显        指：75 

色        温：3000-6000k 

灯光颜色：白光+蓝光，白光+红光

发光角度：120度 

产品特点：圆柱装灯头，软管构造，使用方便，亮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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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03 长方形顶灯
产品名称：车用长方形顶灯 

型        号：HD-03 

外壳颜色：白色 

外壳材质：ABS 

外壳尺寸：长203mm，宽89mm，高22mm 

工作电压：DC12V 

功        率：6W 

光  通  量：500LM 

显        指：75 

色        温：3000k 

灯光颜色：暖白光

发光角度：160度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长方形，薄片状，三条LED灯 

带，亮度较大，表面按压开关，使用方 

便，小巧实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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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480 电动中门踏步
产品名称：电动踏步 

产品型号：HS-E480 

外观尺寸：654*480*65mm 

驱动方式：电动 

实验承重：500Kg/1100 lbs 

安全承重：250kg/500 lbs 

工作电压：12-24V 

收放时间：1-2.5s 

工作电流：8-10A 

材        料：铝合金 

自        重：25kg 

适        用：中型车，公共汽车，救护车，房车等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玻璃钢材料，底漆处 

理，一节脚托，一节梯子。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TL 尾梯
主体总长1480mm， 

上下螺丝间距1185mm， 

左右螺丝间距：上部305mm、下部405mm。 

适用：大通V80高顶 

产品特点：五根线连接，也可三线方式连接，使用方便，结实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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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B 通风口铝板
产品型号：H-VB 

产品名称：通风板子 

材        料：优质铝生产， 

适  用  于：封闭空间的理想选择，橱柜、衣柜，房车、商务车、 

                    旅居车的改装， 

宽度尺寸：80 mm宽。开孔宽度65mm。 

长度型号：H-VB150， 150mm； H-VB200，200mm ； 

                    H-VB225，225mm； H-VB250，250mm； 

                    H-VB300 ， 300mm；H-VB350，  350mm； 

                    H-VB400 ， 400mm；H-VB450，450mm； 

                     H-VB500， 500mm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挂钩可以隐藏，节省 

空间，使用时直接可以把挂钩扳 

下来使用。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CH 隐形衣帽钩
尺寸：70*35*10mm，伸开60mm。 

产品特点：精美轻便，设计合理，多种长度可以选择。

41



房车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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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V-V80 大通V80 B型车
配置请具体咨询。 

用手机淘宝APP扫描二维码查看详细信息

产品特点：

西安汇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RV-TG 小拖挂
详情请具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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