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货号 名称 图片 数量 单位 单价 金额 备注

1 木质书柜 2 套 ￥800.00 ￥1,600.00 尺寸：40*90*180， 颜色：原色

2 木质教具柜 8 套 ￥300.00 ￥2,400.00 尺寸：30*80*120 颜色：原色

3 木质小椅子 60 把 ￥60.00 ￥3,600.00 尺寸：30*30*25  颜色：原色

4 简约加固塑料圆凳 200 把 ￥35.00 ￥7,000.00
尺寸：高48cm直径，30cm材料铁质凳腿，辅料吸塑蓝

色凳面，配料优质五金件

5 音响 1 套 ￥2,729.00 ￥2,729.00 JBL Studio 180BK +天龙 X540

6 木地板 84 平方 ￥228.00 ￥19,200.00 品牌：生活家地板，材质：复合地板，厚度：1.2cm

7 T4 4寸三角铁 6 付 ￥15.00 ￥90.00
边长10CM，附敲棒1根，提手1个，65号锰钢丝
热处理，声音清脆，集中

8
橡木手柄小号把

碰钟
60 对 ￥19.00 ￥1,140.00

橡木手柄，纯铜亮铜碰钟，口径3.5CM，对装，
互相撞击声音清脆，集中，绵延音长，回音效
果好。

9 G7M
20*1.6CM橡木节

奏棒
60 对 ￥12.00 ￥720.00

1、培养幼儿听辨节奏的能力，并能够随音乐节
奏作出相应的肢体动作；发展幼儿手脑一致以
及肢体协调能力；
2、巩固幼儿二声部的练习；
3、尝试仿编不同节奏型，体验音乐及节奏带来
的乐趣。

11 CY6P 6cm钢指镲 60 付 ￥15.00 ￥900.00
钢制，直径6CM，将2片分别套与拇指和食指互
相撞击发声，也可一手拿一个互相撞击

12 BC9 黄铜铜镲9厘米 20 付 ￥35.00 ￥700.00
黄铜材质，直径9CM,2片一付，两只手各拿一个
互相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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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P1 小鱼梆子 60 付 ￥25.00 ￥1,500.00
17*5.1cm，樟子松材质，原木色，鱼形，附敲
棒1只

14 G20-3 转响板 14 个 ￥22.00 ￥308.00
橡木,15.5*15.5*4.3CM，握住手柄使得横板顺
着齿轮转动起来，发出嘎嘎响。

15 G3 橡木单响筒 59 付 ￥15.00 ￥885.00
橡木材质，19.5*4.5cm，握住手柄，用敲棒敲
击空心位置发声，敲击的力度和速度决定声音

16 G4 -2
袋装橡木小号双

响筒
60 付 ￥16.00 ￥960.00

19.5*3.7cm，橡木材质，经打磨抛光制作而
成，敲击清脆，发声洪亮，具有高、低、两个
不同的声部。提供了更广阔的即兴创作的音乐
空间

17 G10-2 袋装橡木午板 60 对 ￥19.00 ￥1,140.00
橡木材质，の5.8CM，2片贝壳状木片弹力绳连
接，按压2个木片互相撞击发声

18 G10 塑料午板 60 对 ￥22.00 ￥1,320.00
塑料材质，2片贝壳状塑料片弹力绳连接，手指
按压互相撞击发声

19 G0-2 木质刮蛙沙筒 60 个 ￥32.00 ￥1,920.00

14.5*4.5cm，一个梆子一根敲棒为一付，俄罗
斯樟子松材质，圆柱体形状，中间表面螺纹
状，可刮，可敲，内部空心置沙粒，摇晃沙沙
响。

20 N11-4B 织带腕铃 60 对 ￥16.00 ￥960.00
规格：长23CM，4个大号金属铃铛，可戴于手腕
处，颜色随机

21 N11-5B 织带脚铃 30 对 ￥16.00 ￥480.00

1.材质：织带+金属
2.颜色：颜色随机
3.规格： 20*2.5CM   每只5个大号的优质铃铛
4.说明：套在脚环上，子母贴黏住，表演舞
蹈，或者游戏，运动脚部便可发出铃铃声，铃



22 N11-10B 织带腰铃 40 个 ￥23.00 ￥920.00
规格：84*2.5CM ，一条10个大号铃铛。可戴于
腰间，颜色随机

23 G11-3B 塑料3摇铃 50 个 ￥13.00 ￥650.00

塑料手柄，3个大号金属铃铛，规格：
14*7.1*2.5CM；奥尔夫打击乐器中的散响类乐
器。铃铛的摇奏时发出悦耳、动听的声响，适
于低龄的婴幼儿探索音色。

24 G14-5B 塑料5握铃 60 个 ￥13.00 ￥780.00

直径10.5cm ，重量约91克，杨木手柄，半圆
形，5个大号金属铃铛。奥尔夫打击乐器中的散
响类乐器。演奏时音量较大，声音响亮、松散
。

25 G12B 透明串铃 60 对 ￥13.00 ￥780.00
透明色有红色，黄色，绿色，发货颜色随机规
格：10*9CM，透明塑料手柄，2只一对，每只有
10个小号金属小铃铛，声音细碎，密集

26 G19-13 橡木13棒铃 60 个 ￥13.00 ￥780.00
手柄橡木材质，长度21cm，13个加厚小号金属
铃铛

27 G16 4铃板镲 30 个 ￥17.00 ￥510.00
规格：23*4CM,清漆原木手柄，桦木材质，4组
镲片

28 T6-4 6寸木质铃圈 40 个 ￥25.00 ￥1,000.00 直径15.4CM，高4CM，桦木圈，4组金属镲片

29

YX14-
9/YX14-
9B/YX14-

9R
/YX14-9G

安全塑料花鼓圈 40 个 ￥16.00 ￥640.00

环保塑料外圈，内置镲片铃，使用安全，直径
17CM，手握部分有防滑设计，抖动腕部使铃圈
发声，或者一只手握铃圈在另外一只手上敲击
发声。通过CCC检测认证

30 M7 红色圆头砂球 60 对 ￥21.00 ￥1,260.00
5*13cm，木质圆头红色环保漆涂层，内壁掏空
刷特制胶硬化内壁，填充沙砾，手柄黑色环保
漆涂层，弧度设计便于抓握。



31 M11 橡木清漆砂球 60 对 ￥24.00 ￥1,440.00

1.材质：橡胶木                         2.
颜色：原木色                 3.规格：
5.5*15CM                       4.说明：木
质砂球，表面清漆涂层，内壁掏空，置入砂
粒，左右手各握1只，摇晃发出沙沙声

32 SH10 10cm木质沙筒 60 个 ￥20.00 ￥1,200.00
10*3.7cm，呈圆柱形，内置沙粒，樟子松材质
。声音柔软，细碎，松散，饱满

33 SB-2 砂纸砂板 60 对 ￥27.00 ￥1,620.00
13*5.9*1.5CM，樟子松材质，接触面砂纸，互
相摩擦发声，为音效类乐器

34 HD8 8寸羊皮手鼓 50 个 ￥35.00 ￥1,750.00
直径20.3cm，高度4.5CM，羊皮鼓面，木质鼓
圈，用手敲击鼓面，鼓圈边缘高音，鼓面中心
低音，无固定音高。

35 LTH8-6 8寸可调铃鼓 10 个 ￥55.00 ￥550.00

1.规格：鼓面直径20.4CM，高度5.8CM
2.材质：聚酯皮鼓面，木质鼓圈，金属可调圈
3.说明：采用白色环保PVC材质为鼓面，用金属
圈固定于木质鼓圈上，配调节扳手，可根据需
要调节鼓面松紧以达到高低音的效果

36 TH8-5 8寸羊皮铃鼓 20 个 ￥23.00 ￥460.00

直径20.3cm，羊皮鼓面，木质鼓圈，通过手指
(或手腕肘)的敲击或手腕的抖动、摇晃引起的
振动发音。
它兼有鼓和铃两种音色的特点。1.用手掌击鼓
心，其音色柔和；2.用手掌击鼓边，其音色明
朗干脆；3.用鼓面击身体部位(如肩、肘、膝
等)，铃的声音较明显；
1.用手腕连续地抖动，则会产生延续音的效果
。

37 LYH25A 25CM海浪鼓 8 个 ￥36.00 ￥288.00

1.规格：鼓面25.4CM ，高度4CM
2.材质：木质鼓圈，聚酯皮鼓面
3.说明：双面透明聚酯皮鼓面，密封，内置小
粒钢珠，滚珠摩擦鼓面发出海浪声

38 LYHD10 25CM矮地鼓 8 个 ￥45.00 ￥360.00 鼓面直径25CM，羊皮鼓面，杨木鼓圈



39 TH8-1 8寸印第安鼓 10 个 ￥45.00 ￥450.00
双面仿羊皮鼓面直径20cm，高度10CM，耐敲不
易破，木质鼓圈，红色儿童专用漆涂层，带提
手，附敲棒1根。

40 P15 单色木质齿木 10 个 ￥38.00 ￥380.00
26.5*8*2.5CM，环保塑料材质，无毒无异味，
颜色鲜艳。握住两端，双手来回拨动发声。

41 LG10
橡木10cm多音响

筒
10 付 ￥45.00 ￥450.00

整体高度25CM,内径10cm，橡木材质，8片不同
长短木片可敲击出不同音高，无固定音高。

42 KBS-0A 6.3CM卡巴撒 4 个 ￥65.00 ￥260.00
木质手柄，金属珠链，直径6.3CM由木质把手和
缠绕多圈不锈钢钢珠组成，通过钢珠旋转发声

43 G10-0A 自响筒 10 付 ￥18.00 ￥180.00
规格：16*11*3.8CM，枣木材质。握住手柄来回
摇动，木珠敲击梆子发声

44
WT-
5000SG

拉丝铝板琴高
音

2 台 ￥1,425.00 ￥2,850.00
箱式琴架，规格：61*25*13CM，铝合金琴键,
16键, c2-a3, 加f2#,b2b,f3#
附毛毡琴槌

45
WT-
5000AG

拉丝铝板琴中
音

2 台 ￥1,635.00 ￥3,270.00
箱式琴架，规格：62*32*23CM，铝合金琴键,
16键, c1-a2, 加f1#,b1b,f2#
附毛毡琴槌

46
WT-
5000BG

氧化喷砂铝板
琴低音

2 台 ￥1,845.00 ￥3,690.00
箱式琴架，规格：87*41*42CM，铝合金琴键,
16键, c-a1, 加f#,bb,f1#
附毛线琴槌

47
WT-
5000SX

红木高音 1 台 ￥1,450.00 ￥1,450.00

箱式琴架，规格：61*25*13CM；16键， c2-a3,
加f2#,b2b,f3#，材质：红木琴键，每个琴键都
用固定橡皮钉固定，发出的每个音有精准的音
凋，音质干净。

48
WT-
5000AX

红木中音 1 台 ￥1,635.00 ￥1,635.00

箱式琴架，规格：62*32*23CM，16键， c1-a2,
加f1#,b1b,f2#，材质：红木琴键，每个琴键都
用固定橡皮钉固定，发出的每个音有精准的音
凋，音质干净。



49
WT-
5000BX

红木低音 1 台 ￥1,845.00 ￥1,845.00

箱式琴架，规格：87*41*42CM；16键， c-a1,
加f#,bb,f1#，材质：红木琴键，每个琴键都用
固定橡皮钉固定，发出的每个音有精准的音
凋，音质干净。

￥81,000.00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