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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YG系列 哑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YG001 哑光黑 ￥280/1L

CY-YG002 哑光橙 ￥320/1L

CY-YG003 哑光白 ￥280/1L

CY-YG004 哑光粉红 ￥300/1L

CY-YG005 哑光蔚蓝 ￥300/1L

CY-YG006 哑光茄紫 ￥320/1L

CY-YG007 哑光红 ￥280/1L

CY-YG008 蒂芙尼蓝 ￥340/1L

CY-YG009 哑光绿 ￥300/1L

CY-YG010 哑光柠黄 ￥300/1L

CY-YG011 哑光灰 ￥300/1L

CY-YG012 哑光粉白 ￥280/1L

CY-YG013 哑光蓝 ￥320/1L

专用辅料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YG-1010 消光稀料 ￥60/1L

YG-2020 哑光固化剂 ￥12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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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G系列 糖果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TG001 糖果绿 ￥800/1L

CY-TG002 糖果橙 ￥780/1L

CY-TG003 糖果蓝 ￥820/1L

CY-TG004 糖果紫 ￥800/1L

CY-TG005 糖果柠黄 ￥800/1L

CY-TG006 糖果黄金 ￥790/1L

CY-TG007 糖果紫红 ￥790/1L

CY-TG008 糖果紫罗兰 ￥850/1L

CY-TG009 糖果电光蓝 ￥800/1L

CY-TG010 糖果大红 ￥760/1L

CY-TG011 糖果宝蓝 ￥720/1L

TG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YC系列 焰彩糖果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YC001 榄绿 ￥820/1L

CY-YC002 深蓝 ￥920/1L

CY-YC003 粉红 ￥930/1L

CY-YC004 金黄 ￥82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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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YC005 T 蓝 ￥960/1L

CY-YC006 浪漫紫 ￥920/1L

CY-YC007 粉蓝 ￥930/1L

CY-YC008 红蓝 ￥920/1L

CY-YC009 翠绿 ￥930/1L

CY-YC010 蓝紫 ￥910/1L

CY-YC011 柠红 ￥820/1L

CY-YC012 草茵绿 ￥930/1L

CY-YC013 浅天蓝 ￥990/1L

CY-YC014 翡绿 ￥920/1L

CY-YC015 金蓝 ￥820/1L

CY-YC016 明绿 ￥938/1L

CY-YC017 亮红 ￥810/1L

CY-YC018 水蓝 ￥920/1L

CY-YC019 绿紫 ￥990/1L

CY-YC020 玫红 ￥960/1L

CY-YC021 紫金 ￥890/1L

CY-YC022 金绿 ￥810/1L

CY-YC023 嫩蓝 ￥880/1L

CY-YC024 粉金 ￥920/1L

CY-YC025 黄橙 ￥929/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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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YC026 粉桔 ￥930/1L

CY-YC027 芙蓝 ￥810/1L

CY-YC028 艳红 ￥920/1L

CY-YC029 晶蓝 ￥900/1L

CY-YC030 玫粉 ￥910/1L

CY-YC031 粉紫 ￥820/1L

CY-YC032 青绿 ￥920/1L

CY-YC033 橙金 ￥890/1L

CY-YC034 桃红 ￥920/1L

YC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GR系列 贵人红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GR001 贵人红-金 ￥790/1L

CY-GR002 贵人红-红 ￥820/1L

CY-GR003 贵人红-紫 ￥820/1L

CY-GR004 贵人红-蓝 ￥850/1L

CY-GR005 贵人红-绿 ￥760/1L

GR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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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Y系列 水悦兰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SY001 水悦兰-金 ￥850/1L

CY-SY002 水悦兰-红 ￥810/1L

CY-SY003 水悦兰-紫 ￥830/1L

CY-SY004 水悦兰-蓝 ￥800/1L

CY-SY005 水悦兰-绿 ￥780/1L

SY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KR系列 酷睿蓝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KR001 酷睿蓝-金 ￥830/1L

CY-KR002 酷睿蓝-红 ￥820/1L

CY-KR003 酷睿蓝-紫 ￥820/1L

CY-KR004 酷睿蓝-蓝 ￥780/1L

CY-KR005 酷睿蓝-绿 ￥780/1L

KR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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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M系列 浪漫紫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LM001 浪漫紫-变金 ￥810/1L

CY-LM002 浪漫紫-变红 ￥830/1L

CY-LM003 浪漫紫-变紫 ￥830/1L

CY-LM004 浪漫紫-变蓝 ￥830/1L

CY-LM005 浪漫紫-变绿 ￥780/1L

LM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LG系列 亮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LG001 魔鬼黑 ￥280/1L

CY-LG002 亮光蔚蓝 ￥320/1L

CY-LG003 法拉利红 ￥300/1L

CY-LG004 天使白 ￥280/1L

CY-LG005 金刚灰 ￥300/1L

CY-LG006 蒂芙尼蓝 ￥340/1L

CY-LG007 亮光粉红 ￥280/1L

CY-LG008 亮光茄紫 ￥30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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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G009 亮光橙 ￥300/1L

CY-LG010 亮光柠黄 ￥320/1L

CY-LG011 亮光果绿 ￥320/1L

CY-LG012 亮光粉白 ￥280/1L

CY-LG013 亮光茵绿 ￥340/1L

CY-LG014 亮光嫩黄 ￥300/1L

CY-JS系列 哑光金属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S001 金属黑 ￥380/1L

CY-JS002 野兽绿 ￥400/1L

CY-JS003 魅力红 ￥390/1L

CY-JS004 玫瑰金 ￥410/1L

CY-JS005 钨钢灰 ￥400/1L

CY-JS006 KT 粉红 ￥380/1L

CY-JS007 金属白 ￥380/1L

CY-JS008 金属银 ￥400/1L

CY-JS009 金属橙黄 ￥390/1L

CY-JS010 金属蔚蓝 ￥410/1L

CY-JS011 活力黄 ￥390/1L

CY-JS012 金属军绿 ￥390/1L



11

CY-JS013 金属蓝 ￥400/1L

CY-JS014 金属黄金 ￥390/1L

CY-JS015 磨砂金 ￥400/1L

CY-JS016 金属葱金 ￥390/1L

CY-JS017 金属绿金 ￥390/1L

CY-JS018 金属电光蓝 ￥410/1L

专用辅料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JS-1010 金属稀料 ￥70/1L

JS-2020 哑光金属固化剂 ￥180/1L

CY-BD系列 哑光冰点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BD001 陶瓷白 ￥420/1L

CY-BD002 18K 黄金 ￥480/1L

CY-BD003 韩国灰 ￥480/1L

CY-BD004 朱砂红 ￥480/1L

CY-BD005 德国绿 ￥480/1L

CY-BD006 藏青 ￥480/1L

CY-BD007 野兽橙 ￥490/1L

CY-BD008 玫瑰红 ￥4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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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D009 葡萄紫 ￥480/1L

CY-BD010 野绿 ￥490/1L

CY-BD011 雷电蓝 ￥500/1L

CY-BD012 咖啡棕 ￥480/1L

CY-BD013 冰蓝 ￥500/1L

CY-BD014 冰点金 ￥490/1L

CY-BD015 土豪金 ￥500/1L

CY-ZH系列 钻石金属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ZH001 钻石红 ￥450/1L

CY-ZH002 钻石蓝 ￥480/1L

CY-ZH003 钻石橙 ￥440/1L

CY-ZH004 朱雀红 ￥460/1L

CY-ZH005 钻石绿 ￥440/1L

CY-ZH006 钻石黄 ￥450/1L

CY-ZH007 钻石金 ￥460/1L

CY-ZH008 钻石古铜 ￥450/1L

CY-ZH009 钻石粉金 ￥440/1L

CY-ZH010 钻石玫金 ￥440/1L

CY-ZH011 钻石金绿 ￥43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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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ZH012 钻石马来金 ￥440/1L

CY-YL系列 荧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YL001 荧光桔黄 ￥420/1L

CY-YL002 荧光柠黄 ￥440/1L

CY-YL003 荧光橙 ￥430/1L

CY-YL004 荧光粉红 ￥400/1L

CY-YL005 荧光玫红 ￥390/1L

CY-YL006 荧光红 ￥400/1L

CY-YL007 荧光嫩绿 ￥400/1L

CY-YL008 荧光绿 ￥430/1L

YL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SYL系列 超级荧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SYL001 荧光柠黄 ￥1480/1L

CY-SYL002 荧光橙 ￥1520/1L

CY-SYL003 荧光红 ￥1480/1L

CY-SYL004 荧光绿 ￥1480/1L

SYL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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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漆专用清漆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YL-8000 抗紫外线清漆 ￥280/1L

YL-8050 固化剂 ￥180/0.5L

CY-ZG系列 珠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ZG001 珠光棕 ￥560/1L

CY-ZG002 爵士蓝 ￥520/1L

CY-ZG003 珠光淡紫 ￥490/1L

CY-ZG004 天空蓝 ￥510/1L

CY-ZG005 珠光橙 ￥530/1L

CY-ZG006 泰国金 ￥520/1L

CY-ZG007 水湖绿 ￥490/1L

CY-ZG008 珠光玫红 ￥500/1L

CY-ZG009 珠光干红 ￥490/1L

CY-ZG010 法国紫 ￥520/1L

CY-ZG011 24K 黄金 ￥520/1L

CY-ZG012 水粉 ￥490/1L

CY-ZG013 珠光银 ￥4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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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ZG014 珠光钨钢 ￥510/1L

CY-ZG015 珠光紫蓝 ￥580/1L

ZG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 升

CY-SH系列 沙金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SH001 沙金黑 ￥490/1 升

CY-SH002 沙金浅蓝 ￥490/1 升

CY-SH003 沙金海蓝 ￥490/1 升

CY-SH004 沙金紫 ￥490/1 升

SH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 升

CY-JG系列 极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G001 极光紫 ￥580/1L

CY-JG002 极光青铜 ￥560/1L

CY-JG003 极光柠檬黄 ￥660/1L

CY-JG004 极光红 ￥600/1L

CY-JG005 极光玫瑰红 ￥610/1L

CY-JG006 极光黑 ￥560/1L

CY-JG007 极光翡翠绿 ￥57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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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G008 极光橙 ￥570/1L

CY-JG009 极光桃红 ￥660/1L

CY-JG010 极光果绿 ￥610/1L

CY-JG011 极光天蓝 ￥600/1L

CY-JG012 极光芙蓝 ￥650/1L

CY-JG013 极光海蓝 ￥600/1L

CY-JG014 极光闪黄 ￥580/1L

CY-JG015 极光紫蓝 ￥560/1L

CY-JG016 极光绿 ￥660/1L

JG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A系列 变色龙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A001 紫-金黄 ￥480/1L

CY-A002 紫蓝-橙 ￥490/1L

CY-A003 绿-蓝 ￥460/1L

CY-A004 金-绿橙 ￥510/1L

CY-A005 蓝-绿橙 ￥530/1L

CY-A006 蓝-紫灰 ￥520/1L

CY-A007 蓝-紫粉 ￥510/1L

CY-A008 红紫-黄金 ￥52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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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A009 绿蓝-紫红 ￥510/1L

CY-A010 紫蓝-红 ￥480/1L

CY-A011 紫绿-蓝 ￥480/1L

CY-A012 绿-紫橙 ￥490/1L

CY-A013 绿-蓝紫 ￥500/1L

CY-A014 紫-金绿 ￥490/1L

CY-A015 蓝-红紫 ￥500/1L

A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Y系列 哑光变色龙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Y001 紫-金黄 ￥510/1L

CY-Y002 紫蓝-橙 ￥520/1L

CY-Y003 绿-蓝 ￥480/1L

CY-Y004 金-绿橙 ￥540/1L

CY-Y005 蓝-绿橙 ￥560/1L

CY-Y006 蓝-紫灰 ￥550/1L

CY-Y007 蓝-紫粉 ￥540/1L

CY-Y008 红紫-黄金 ￥550/1L

CY-Y009 绿蓝-紫红 ￥540/1L

CY-Y010 紫蓝-红 ￥51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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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B系列 超级变色龙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B001 绿蓝-紫红金橙 ￥1780/1L

CY-B002 紫-红绿黄金 ￥2200/1L

CY-B003 蓝-紫红绿黄橙 ￥2200/1L

CY-B004 草绿-蓝紫灰橙 ￥1740/1L

CY-B005 金-绿黄蓝紫 ￥2600/1L

CY-B006 绿蓝-紫红绿黄金 ￥1750/1L

CY-B007 草绿-紫红蓝金 ￥1440/1L

CY-B008 金-绿蓝 ￥1510/1L

CY-B009 紫-金黄绿 ￥1500/1L

B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CY-CA 超彩变色龙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B01CA 绿-紫红金蓝 ￥1580/1L

CY-B002CA 红紫-绿黄 ￥2080/1L

CY-B003CA 紫红-金橙 ￥2080/1L

CY-B004CA 草绿-青蓝紫 ￥187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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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005CA 金黄-绿蓝 ￥1530/1L

CY-B006CA 蓝-紫绿红 ￥1570/1L

CY-B007CA 橙-红金紫 ￥1780/1L

CY-B008CA 梅红-紫金绿 ￥1780/1L

CY-B009CA 草绿-金蓝紫青 ￥1980/1L

CA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CY-E系列 炫彩变色龙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E001 绿-紫金 ￥568/1L

CY-E002 红-绿黄 ￥578/1L

CY-E003 蓝-红紫 ￥568/1L

CY-E004 绿-蓝黄 ￥626/1L

CY-E005 浅紫-绿黄 ￥565/1L

CY-E006 紫红-金黄 ￥565/1L

CY-E007 蓝-红橙 ￥680/1L

CY-E008 绿-紫橙 ￥710/1L

CY-E009 红-紫蓝 ￥680/1L

CY-E010 蓝-粉紫 ￥670/1L

E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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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B系列 超级晶变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B101 绿-紫-金 ￥1400/1L

CY-JB201 金-紫-绿 ￥1380/1L

CY-JB301 绿-蓝-金 ￥1380/1L

CY-JB401 绿-紫-红-蓝 ￥1420/1L

CY-JB501 蓝-紫 ￥1350/1L

CY-JB601 草绿-蓝-紫-红 ￥1420/1L

CY-JB701 浅绿-银灰-红-紫 ￥1400/1L

CY-JB801 紫-梅红-橙 ￥1390/1L

CY-JB901 金-浅绿 ￥1360/1L

CY-JB1001 金-绿-蓝 ￥1380/1L

CY-JB1101 红-紫-橙黄 ￥1380/1L

CY-JB1201 紫红-金-绿 ￥1400/1L

CY-JB1301 蓝绿-紫-红 ￥1400/1L

JB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SJ系列 水晶幻影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SJ001 白水晶 ￥71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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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J002 紫水晶 ￥750/1L

CY-SJ003 蓝水晶 ￥780/1L

CY-SJ004 绿水晶 ￥750/1L

CY-SJ005 金水晶 ￥790/1L

CY-SJ006 红水晶 ￥750/1L

SJ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MH系列 梦幻水晶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MH001 梦幻金 ￥810/1L

CY-MH002 梦幻红 ￥770/1L

CY-MH003 梦幻紫 ￥790/1L

CY-MH004 梦幻蓝 ￥810/1L

CY-MH005 梦幻绿 ￥780/1L

MH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HS系列 幻彩水晶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HS001 绿蓝金水晶 ￥820/1L

CY-HS002 金红紫水晶 ￥830/1L

CY-HS003 蓝绿金水晶 ￥85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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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HS004 紫红蓝水晶 ￥820/1L

CY-HS005 蓝红金水晶 ￥850/1L

HS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SI系列 水晶钻石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SI001 晶钻金 ￥820/1L

CY-SI002 晶钻红 ￥790/1L

CY-SI003 晶钻紫 ￥800/1L

CY-SI004 晶钻蓝 ￥810/1L

CY-SI005 晶钻绿 ￥790/1L

SI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HB系列 幻变水晶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HB001 幻变红绿紫 ￥900/1L

CY-HB002 幻变紫蓝黄 ￥890/1L

CY-HB003 幻变绿红蓝 ￥860/1L

CY-HB004 幻变蓝紫红 ￥890/1L

CY-HB005 幻变绿蓝红 ￥860/1L

HB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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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DH系列 3D幻彩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DH001 3D 幻彩漆 ￥2180/1L

DH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CY-IE系列 3D镭射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IE001 镭射黑 ￥900/1L

CY-IE002 镭射紫 ￥900/1L

CY-IE003 镭射金 ￥900/1L

CY-IE004 镭射湖蓝 ￥900/1L

CY-IE005 镭射绿蓝 ￥900/1L

CY-IE006 镭射绿 ￥900/1L

CY-IE007 镭射白 ￥900/1L

IE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CY-CH系列 彩虹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CH001 彩虹漆 ￥1250/1L

CH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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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AC系列 月光暗彩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AC001 暗彩金 ￥710/1L

CY-AC002 暗彩红 ￥760/1L

CY-AC003 暗彩蓝 ￥760/1L

CY-AC004 暗彩绿 ￥710/1L

CY-AC005 暗彩紫 ￥780/1L

AC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JH系列 晶幻暗彩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H001 晶幻金 ￥760/1L

CY-JH002 晶幻红 ￥800/1L

CY-JH003 晶幻蓝 ￥800/1L

CY-JH004 晶幻绿 ￥750/1L

CY-JH005 晶幻紫 ￥850/1L

JH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3D系列 3D晶变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3D001 白-紫蓝黄 ￥7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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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3D002 黄-粉红黄 ￥760/1L

CY-3D003 白-蓝金绿 ￥760/1L

CY-3D004 蓝-紫绿 ￥770/1L

CY-3D005 白-粉红绿 ￥790/1L

CY-3D006 黑-金绿 ￥750/1L

CY-3D007 黑-金紫蓝绿 ￥760/1L

CY-3D008 红-蓝紫绿 ￥790/1L

CY-3D009 橙-紫蓝 ￥760/1L

CY-3D010 绿-蓝紫 ￥780/1L

CY-3D011 黑-紫蓝 ￥760/1L

CY-3D012 黑-蓝紫金 ￥780/1L

CY-3D013 白-蓝紫 ￥770/1L

CY-QC系列 七彩钻石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QC001 七彩钻石黑 ￥1180/1L

CY-QC002 七彩钻石红 ￥1180/1L

CY-QC003 七彩钻石白 ￥1180/1L

CY-QC004 七彩钻石橙 ￥1180/1L

CY-QC005 七彩钻石紫 ￥1180/1L

CY-QC006 七彩钻石绿 ￥11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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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QC007 七彩钻石蓝 ￥1180/1L

CY-QC008 七彩钻石黄 ￥1180/1L

QC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HC系列 七彩幻彩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HC001 幻彩黑 ￥1180/1L

CY-HC002 幻彩红 ￥1180/1L

CY-HC003 幻彩白 ￥1180/1L

CY-HC004 幻彩橙 ￥1180/1L

CY-HC005 幻彩紫 ￥1180/1L

CY-HC006 幻彩绿 ￥1180/1L

CY-HC007 幻彩蓝 ￥1180/1L

CY-HC008 幻彩黄 ￥1180/1L

HC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XC系列 炫彩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XC001 炫彩紫 ￥680/1L

CY-XC002 炫彩金绿 ￥680/1L

XC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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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FS系列 镭射银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FS001 镭射银光 ￥680/1L

FS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DU系列 电镀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DU001 电镀银 ￥1180/1L

CY-DU002 电镀金 ￥1080/1L

CY-DU003 玫瑰金 ￥1380/1L

CY-DU004 电镀铜金 ￥1080/1L

CY-DU005 电镀银绿 ￥1080/1L

CY-DU006 香槟金 ￥1180/1L

DU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1L

CY-JC系列 金葱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C001 金葱银 ￥600/1L

CY-JC002 金葱金 ￥650/1L

CY-JC003 金葱紫 ￥680/1L

CY-JC004 金葱绿 ￥69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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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JC005 金葱蓝 ￥680/1L

CY-JC006 金葱古铜 ￥630/1L

CY-JC007 金葱红 ￥650/1L

CY-JC008 金葱柳绿 ￥680/1L

CY-JC009 金葱天蓝 ￥680/1L

CY-JC010 金葱湖蓝 ￥680/1L

CY-JC011 金葱粉红 ￥680/1L

CY-JC012 金葱黑 ￥600/1L

JC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JI系列 结晶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JI001 结晶剂 ￥1380/1L

CY-YE系列 夜光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YE001 夜光绿 ￥628/1L

CY-YE002 夜光蓝 ￥788/1L

CY-YE003 夜光蓝绿 ￥698/1L

YE 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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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系列 金葱粉体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MK110 亮光闪银 300 元/330g

MK220 亮闪黄金 400 元/330g

MK330 浅绿色 440 元/330g

MK440 大红 380 元/330g

MK550 闪黑 380 元/330g

MK660 柳绿 420 元/330g

MK770 宝石蓝 400 元/330g

MK880 黄古铜 390 元/330g

MK990 天空蓝 420 元/330g

MK111 湖水蓝 400 元/330g

MK112 日粉红 400 元/330g

MK113 蓝紫 440 元/330g

MK 系列 专用底色漆 300 元/L

MK 系列 专用粘合剂 190 元/L

MK 系列 专用稀料 80 元/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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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Q系列 钢琴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GQ01 钢琴黑 ￥680/1 套（1L+0.5L）

CY-GQ02 蓝底黑 ￥680/1 套（1L+0.5L）

CY-GQ03 红底黑 ￥680/1 套（1L+0.5L）

YE系列 专用底色漆 ￥260/1L

CY-DK系列 镭射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DK712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3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4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5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6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7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8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19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20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21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220 镭射二代 ￥598/1L

CY-DK7230 镭射二代 ￥598/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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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系列 专用底色漆 ￥280/1L

CY-DC系列 多彩糖果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DC001 茵绿金 ￥680/1L

CY-DC002 果绿金 ￥690/1L

CY-DC003 智慧金 ￥680/1L

CY-DC004 蓝红 ￥630/1L

CY-DC005 红紫 ￥650/1L

CY-DC006 浅灰红色 ￥680/1L

CY-DC007 军绿红 ￥680/1L

CY-DC008 深灰紫 ￥680/1L

CY-DC009 深灰蓝 ￥680/1L

CY-DC010 果黄金 ￥600/1L

CY-DC011 果黄绿 ￥680/1L

CY-DC012 果绿红 ￥690/1L

CY-DC013 草绿金 ￥650/1L

CY-DC014 墨绿红 ￥680/1L

CY-DC015 活力黄红 ￥680/1L

CY-DC016 田橙金 ￥680/1L

CY-DC017 田蓝金 ￥68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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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DC018 月牙金 ￥600/1L

CY-DC019 芒果红 ￥680/1L

CY-DC020 风光紫蓝 ￥690/1L

CY-DC021 金属情怀红 ￥650/1L

CY-DC022 果冻紫红 ￥680/1L

CY-DC023 田园蓝紫 ￥680/1L

CY-DC024 王子浅红 ￥690/1L

CY-DC025 怀旧蓝彩 ￥680/1L

CY-DC026 浪漫金绿 ￥630/1L

CY-DC027 柠檬黄蓝 ￥650/1L

CY-DC028 魔鬼黒闪银 ￥680/1L

CY-DC029 水泥灰红 ￥680/1L

CY-DC030 苹果金绿 ￥600/1L

CY-DC031 泥灰紫 ￥680/1L

CY-DC032 野兽紫金 ￥690/1L

CY-DC033 深泥灰蓝 ￥650/1L

CY-DC034 德国绿金 ￥680/1L

CY-DC035 泥灰绿 ￥680/1L

CY-DC036 迷你红蓝 ￥650/1L

CY-DC037 迷你红紫 ￥680/1L

CY-DC038 沙漠金橙 ￥65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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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DC039 橙绿 ￥660/1L

CY-DC040 碧蓝紫 ￥690/1L

CY-DC041 海蓝紫 ￥680/1L

CY-DC042 云蓝紫 ￥680/1L

CY-DC043 香绿金 ￥690/1L

CY-DC044 卡其灰蓝 ￥720/1L

CY-DC045 蓝银彩光 ￥620/1L

CY-DC046 蒂洛绿红 ￥710/1L

CY-DC047 佛蒂蓝 兰 ￥690/1L

CY-DC048 蒂芙尼蓝 红 ￥810/1L

CY-DC049 玫瑰花水晶白 ￥720/1L

CY-DC050 紫洛蓝 ￥690/1L

CY-DC051 众绿紫 ￥710/1L

CY-DC052 香槟棕闪银 ￥690/1L

CY-DC053 紫洛绿 ￥660/1L

CY-DC054 卡其灰蓝 ￥680/1L

CY-DC055 卡其灰红 ￥680/1L

CY-DC056 卡其灰紫 ￥680/1L

CY-DC057 黄柚红 ￥720/1L

CY-DC058 黄琵琶水晶白 ￥760/1L

CY-DC059 升级银幻金 ￥69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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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DC060 升级银幻紫 ￥710/1L

CY-DC061 红酒葡萄紫 ￥720/1L

CY-DC062 柠檬红黄 ￥760/1L

CY-DC063 蓝灰·兰 ￥690/1L

CY-DC064 浅灰兰·红 ￥720/1L

CY-DC065 紫蓝·兰 ￥760/1L

DC系列 专用底色漆 ￥260/1L

CY-TJ 钛金特效漆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TJ-01A 钛金闪红 ￥890/1L

TJ-02A 钛R闪金 ￥860/1L

TJ-03A 钛金苹果金 ￥850/1L

TJ-04A 钛金玫瑰闪金 ￥910/1L

TJ-05A 钛金闪蓝 ￥890/1L

TJ-06A 钛金闪黄 ￥850/1L

TJ-07A 钛金闪紫 ￥820/1L

TJ-08A 钛金闪绿 ￥830/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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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定制系列

颜色色号 产品名称 价格

定制-01 贝壳灰暗红 ￥690/1L

定制-02 骆驼灰蓝 ￥710/1L

定制-03 沙漠玫瑰红 ￥720/1L

定制-04 卡尼黄/蓝 ￥760/1L

定制-05 卡尼黄/红 ￥740/1L

定制-06 骆帝绿/紫 ￥760/1L

定制-07 酷绿/金 ￥720/1L

定制-08 酷柠黄/金 ￥740/1L

定制-09 渐变黑幻棕 ￥820/1L

高性能特效漆套装产品

产品名称 规格 价格

塑料专用内饰漆 套装（2L） ￥438/1 套

皮革专用内饰漆 套装（1.5L） ￥398/1 套

纳米大灯改色漆 套装（100ml+100ml） ￥160/1 套

哑光金属套装轮毂漆 套装 ￥350/1 套

哑光套装轮毂漆 套装 ￥300/1 套

亮光套装轮毂漆 套装 ￥300/1 套

全能纳米电镀漆 套装（0.5L+0.5L） ￥480/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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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漆系列产品（5升+2.5升/套）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M9800 陶瓷清漆 ￥980/1 套

M9800 陶瓷清漆(2+1) ￥328/1 套

M9600 超亮清漆 ￥680/1 套

M9200 镜面清漆 ￥580/1 套

M8770 哑光清漆 ￥620/1 套

稀释剂系利（4L）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CY-1200 标准稀释剂 ￥90/4L

CY-1300 标准高浓度稀释剂 ￥130/4L

CY-1400 快干稀释剂 ￥150/4L

CY-1500 慢干稀释剂 ￥170/4L

原装SAMURAI喷枪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价格

口径 1.3 MLXYAAK 喷枪 ￥1280/1 把

口径 1.4 MLXYAAK 喷枪 ￥1180/1 把

口径 2.0 MLXYAAK 喷枪 ￥980/1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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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辅料系列

产品名称 单位 价格

钣金快蜡 罐 ￥98

镀晶蜡 盒 ￥45

3M2000号/砂纸 盒/200张 ￥1.4

3M1500号/砂纸 盒/200张 ￥1.4

3M口罩 720P ￥180

3M口罩 620P ￥98

duyue泥黄灰 桶/1.2KG ￥24

驰越世纪底盘装甲 箱/12瓶 ￥336

驰越世纪卡钳漆 瓶/100ml ￥90

驰越世纪短袖 件 ￥60

美纹纸 箱/18码6分 ￥39

高性能擦拭布 箱 ￥70

驰越世纪喷漆服 套 ￥98

驰越世纪帽子 个 ￥16

驰越世纪（空白） 只/可喷漆 ￥8

驰越世纪（空白） 块/铁板可喷漆 ￥3

驰越世纪（色板） 套/展示板140只 ￥9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