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三极摔不烂插头

产品型号 GNT-10S2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5*4.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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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410 1.8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46*54*3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4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8.5*7.2*2.9C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5 3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2.7*7.2*2.9C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5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2.7*7.2*2.9C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602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91*54*3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1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37*72*29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2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79*72*29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插座

产品型号 GN-313 5米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321*72*29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K111C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K211C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K311C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K411C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Z2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E33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Z104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E204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二三极分体插座）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6Z227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五孔带USB

产品型号 G06E536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电话+电脑

产品型号 G06T212A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暗装

颜色 白色二位电脑

产品型号 G06T222A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K111Y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K211Y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K311Y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K411Y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Z2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E333A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Z4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G09Z6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47*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86型明装

颜色 白色电话+电脑

产品型号 G09T212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86*86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21-U2GK212A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K212A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K322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56*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K422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0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21-U2Z231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K212A-
U2Z231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21-U2GZ400P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K212A-
U2GZ400P

电压/电流 250V16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111-U2GZ431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311-U2GZ631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56*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118型组合开关

颜色 白色

产品型号 C04K411-U2GZ431P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200*72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公牛阻尼式地插

名称 开启后缓慢均速弹起

产品型号 GD5Z2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120MM



品牌 公牛

产品名称 公牛拨启式地插

名称 开启后瞬间弹起反应快

产品型号 GD1Z223

电压/电流 250V10A
   最大功率 2500W
产品尺寸 120*12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