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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功能描述 接口尺寸 钢材材质 表面处理 零售价 备注

TW6450 拖车球 1-7/8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2

TW6451 拖车球 1-7/8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3

TW6453 拖车球 1-7/8吋不锈钢拖车球  3/4 不锈钢 镀铬 ￥100

TW6454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3

TW6455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4

TW6456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4

TW6457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42

TW6458 拖车球 2吋不锈钢拖车球 1 不锈钢 镀铬 ￥79

TW6459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50

TW6460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52

TW6461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1/4 常规钢材 镀铬 ￥58

TW6462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1/4 常规钢材 镀铬 ￥70

TW6463 拖车球 1-7/8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32

TW6464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44

TW6465（用
TW6860）

拖车球 拖车球：50mm球头，1''球杆 1    常规钢材 镀铬 ￥44

TW2818 拖车球 常规拖车球 常规钢材 镀铬 ￥92

TW2819 拖车球 常规拖车球 常规钢材 镀铬 ￥100

TW6831 拖车球 常规拖车球 常规钢材 镀铬 ￥129

TW6832 拖车球 常规拖车球 常规钢材 镀铬 ￥147

TW6807 拖车球 1-7/8吋/2吋可转换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166

TW6867 拖车球
1-7/8吋/2吋/2-5/16吋可转换拖

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213

TW6827 拖车臂 2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83

TW6828 拖车臂 1-1/4吋喷粉拖车臂 1-1/4“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8

TW6837 拖车臂 3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3

TW6842 拖车臂 6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2

TW6843 拖车臂 4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5

TW6845 拖车臂 2吋不锈钢拖车臂 2 不锈钢 镀铬 ￥299

TW6846 拖车臂 73mm喷粉拖车臂 1-1/4“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8

TW6858 拖车臂 4吋不锈钢拖车臂 2 不锈钢 镀铬 ￥337

TW6470 拖车臂 5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0

TW6473 拖车臂 2吋披覆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09



图片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功能描述 接口尺寸 钢材材质 表面处理 零售价 备注

TW6474 拖车臂 4"披覆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13

TW6949 拖车臂 7-1/2"喷粉喷漆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33

TW6979 拖车臂 9-1/4"喷粉喷漆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39

TW6861 拖车臂 普通拖车臂和拖车球组合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22

TW6550 拖车臂 高档高强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40

TW6551 拖车臂 高强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32

TW6489 拖车臂 2吋带锁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40

TW6490 拖车臂 4吋带锁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80

TW6841 拖车臂 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镀

锌
￥900

TW6948 拖车臂 三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82

TW6947 拖车臂 三球带钩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339

TW6003 拖车臂 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24

WT6001 拖车臂 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80

WT6002 拖车臂 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60

TW0940 拖挂配件 星型把手组件 / / / ￥16

TW0950 拖挂配件 拖车杠橡胶方口盖 / / / ￥18

TW0960 拖挂配件 保险销 / / / ￥18

TW0703 线束 美式7针插座 / / / ￥49

TW0704 线束 美式7针插头 / / / ￥49

TW0706 线束 欧式7针插头 / / / ￥40

TW0705 线束 欧式7针插座 / / / ￥40

TW0709 线束 欧式13针插头 / / / ￥50

TW0710 线束 欧式13针插座 / / / ￥50

TW0708 线束 13针转7针转换器 / / / ￥48

线束 美式7针转欧式7针转换器 / / / ￥48

线束 欧式7针转欧式13针转换器 / / / ￥48

线束 欧式7针转美式7针转换器 / / / ￥48

线束 美式7针转欧式13针转换器 / / / ￥48

TW051201 线束 通用型欧式线束(含电源控制器） / / / ￥520

TW051202 线束
通用型美式线束（含电源控制

器）
/ / / ￥520

TW7001 线束 美式电源安装板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0

TW7002 线束 欧式电源安装板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0



图片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功能描述 接口尺寸 钢材材质 表面处理 零售价 备注

TW17830 球罩 1-7/8吋/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0

TW17831 球罩 1-7/8吋/2-1/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6

TW17832 球罩 1-7/8吋/3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80

TW17833 球罩 2吋/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2

TW17834 球罩 2吋/2-1/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80

TW17835 球罩 2吋/3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0

TW0785 球罩锁 1-7/8吋球罩锁 / 常规钢材 红色喷粉 ￥111

TW0786 球罩锁 2吋球罩锁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11

TW1838 锁销 5/8吋镀铬拖车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52

TW1839 锁销 5/8吋镀锌拖车锁 / 常规钢材 镀锌 ￥50

TW1840 锁销 1/2吋镀铬拖车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46

TW1841 锁销 1/2吋镀锌拖车锁 / 常规钢材 镀锌 ￥46

TW1858 锁销 5/8吋镀铬拖车销与夹 / 常规钢材 镀铬 ￥14

TW1859 锁销 5/8吋镀锌拖车销与夹 / 常规钢材 镀锌 ￥13

TW1860 锁销 1/2吋镀铬拖车销与夹 / 常规钢材 镀铬 ￥12

TW1861 锁销 1/2吋镀锌拖车销与夹 / 常规钢材 镀锌 ￥11

TW4001 千斤顶 黑色喷粉单轮千斤顶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86

TW4004 千斤顶 黑色喷粉双轮千斤顶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24

TW4008 千斤顶 大轮千斤顶 常规钢材 / ￥224

TW4009 千斤顶 常规钢材 / ￥264

FCJ420B 千斤顶 支腿420B 常规钢材 / ￥174

FCJ520B 千斤顶 千斤顶支腿 / 常规钢材 / ￥174

FCJ620B 千斤顶 千斤顶支腿 / 常规钢材 / ￥209

TAT1 拖挂配件 迎宾踏梯单层 / 常规钢材 / ￥462

TAT2 拖挂配件 迎宾踏梯单层带灯 / 常规钢材 / ￥497

TAT3 拖挂配件 迎宾踏梯双层 / 常规钢材 / ￥642

TAT4 拖挂配件 迎宾踏梯双层带灯 / 常规钢材 / ￥704

TWZPJ 拖挂配件 拖赢展架 / 常规钢材 /

TW5003 自行车架 双梁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96

TW5004 自行车架 延展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40

TW6896 自行车架 单臂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600

TW5008 自行车架 X型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00

TW5201 自行车架 尾挂式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640

TW5202 自行车架 尾挂式自行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40



图片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功能描述 接口尺寸 钢材材质 表面处理 零售价 备注

TW5204 自行车架 自行车架 2 / / ￥240

TW5205 自行车架 自行车架 2 / / ￥240

SDM1 摩托车架 后拖式摩托车架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68

MTCJ-1 摩托车架 后拖式摩托车架 3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500 2020年新增

TW4851
平衡连接

器
平衡连接器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800

TW4861
防摇摆控

制器
防摇摆控制器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300

TW6894 货篮 货篮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456

TW6895 货篮 折叠式货篮（配美式七针插头）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90

TW6897 货篮 折叠式货篮（配欧式七针插头）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90

TW2985 拖挂配件 拖车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0

TW0927 拖挂配件 拖车球扳手 / 常规钢材 镀锌 ￥80

TW8502 拖挂配件 1-1/4吋到2吋接口转换器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5

TW8502（短） 拖挂配件 1-1/4吋到2吋接口转换器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5

TW8512 拖挂配件 2吋到1-1/4吋接口转换器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30

TW652 拖挂配件 方向盘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70

TW663 拖挂配件 方向盘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59

TW638 拖挂配件 方向盘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54

TW656 拖挂配件 方向盘锁 / 常规钢材 镀铬 ￥52

TW6484 拖挂配件 道奇车牌 / 常规钢材 镀铬 ￥140

TW6485 拖挂配件 福特车牌 / 常规钢材 镀铬 ￥140

TW6486 拖挂配件 雪佛兰车牌 / 常规钢材 镀铬 ￥140

YYTC4
越野小拖

车
途鹰4号小拖车 / 常规钢材 黄色喷粉 ￥23,000

TB7006 绞盘 绞盘 / / / ￥250

TB7004 绞盘 绞盘 / / / ￥230

WT6810 球臂套装
黑色喷粉2吋球, 2吋臂球臂组合

套装,带锁
2 常规钢材

外盒黑色喷
粉

￥238

WT6813 工具箱 花纹铝盒球臂套装, 带锁 2 常规钢材
外盒花纹铝

板
￥289

WT6818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1/4 常规钢材 镀铬 ￥58

WT6830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52

WT6849 拖车球 1-7/8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2

WT6852 拖车球 2吋拖车球  3/4 常规钢材 镀铬 ￥33

WT6856 拖车球 2-5/16吋拖车球 1    常规钢材 镀铬 ￥52

WT6860 拖车球 50mm拖车球 22mm 常规钢材 镀铬 ￥44



图片 产品型号 产品类别 功能描述 接口尺寸 钢材材质 表面处理 零售价 备注

WT6212
（42866）

拖车球 拖车球 常规钢材 镀铬 ￥44

WT6851（短
款）

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2

WT6842 拖车臂 6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2

WT6843 拖车臂 4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5

WT6846 拖车臂 73mm喷粉拖车臂 1-1/4“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8

WT6470 拖车臂 5吋喷粉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100

WT6001 拖车臂 4吋/5吋/6吋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80

WT6002 拖车臂 4吋/5吋/6吋可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60

WT6859 拖车臂 1-7/8吋球臂组合 2 常规钢材

拖车臂黑
色喷粉/

拖车球镀
铬

￥122

WT6861 拖车臂 2吋球臂组合 2 常规钢材

拖车臂黑
色喷粉/

拖车球镀
铬

￥122

WT6948 拖车臂 三球拖车臂 2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282

WT17830 球罩 1-7/8吋/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0

WT17831 球罩 1-7/8吋/2-1/2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76

WT17832 球罩 1-7/8吋/3吋球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80

WT2985 拖挂配件 拖车钩 / 常规钢材 黑色喷粉 ￥90

小贴士：重量换算：1 lb=0.453 kg    尺寸换算：1"=2.54cm
备注：
1.以上报价为出厂价，运费另计；

2.报价更新日期：2020.6.13；
3.以上报价最终解释权归佛山市劲雄机械有限公司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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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031 拖车杠
吉普大切诺基拖车杠, 道奇杜兰戈拖

车杠
JEEP 大切诺基、道奇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013 拖车杠 吉普牧马人拖车杠 JEEP 牧马人 小方口 ￥536

TW1032 拖车杠
吉普指南者拖车杠, 吉普自由客拖车

杠
JEEP 指南者、自由客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029 拖车杠 吉普自由光 JEEP 自由光 大杠-装大梁 ￥1,320

TW1237 拖车杠 奥迪Q3拖车杠 奥迪 Q3 大杠-替换保险杠 ￥1,240

TW1042 拖车杠 奥迪Q5拖车杠 奥迪 Q5 适用年份09-17 ￥1,360

TW1212 拖车杠 奥迪Q5拖车杠 奥迪 Q5 适用09-12年 ￥1,300

TW1291 拖车杠 奥迪Q5拖车杠 奥迪 Q5 适用09-16年 ￥1,360

TW1204 拖车杠 奥迪Q7拖车杠 奥迪 Q7 适用09-14年 ￥1,400

TW1256 拖车杠 奥迪Q7（15-16款）拖车杠 奥迪 Q7 适用15-16 年 ￥1,400

TW1041 拖车杠 宝马X3/X4拖车杠 宝马 X3/X4
X3 2011-2017, 
X4 2015-2017

￥1,400

TW1213 拖车杠 宝马X5拖车杠 宝马 X5、X6

X5 2007-2017
 (不含

2010-2017 
M型），X6 
2014-2017

￥1,400

TW1214 拖车杠 宝马X6拖车杠 宝马 X6 适用08-13年 ￥1,400

TW1220 拖车杠 保时捷卡宴拖车杠 保时捷 卡宴
适用04-09，11-

15年
￥1,440

TW1240 拖车杠 北汽绅宝X65拖车杠 北汽 绅宝X65 适用14-16年 ￥1,460

TW1261 拖车杠 梅赛德斯-奔驰E300拖车杠 奔驰 E300 大杠-替换保险杠 ￥1,460

TW1036 拖车杠
奔驰GL350/GL450/GL550/ML350

拖车杠
奔驰

GL350/GL450/
GL550/ML350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037 拖车杠
奔驰

GL450/GL550/GLS450/GLS550 拖
车杠

奔驰
GL450/GL550/
GLS450/GLS55

0

大杠-装大梁 ￥1,500

TW1241 拖车杠 奔驰SMART拖车杠 奔驰 SMART 大杠-装大梁 ￥1,120

TW1021 拖车杠 本田CR-V拖车杠 本田 CR-V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054 拖车杠 本田Pilot拖车杠/本田讴歌拖车杠 本田 Pilot、讴歌 大杠-装大梁 ￥1,360

TW1316 拖车杠 本田URV 本田 URV 大杠-装大梁 ￥1,460

TW1015 拖车杠 本田奥德赛拖车杠 本田 奥德赛 大杠-装大梁 ￥1,460

TW1211 拖车杠 本田奥德赛拖车杠（07款） 本田 奥德赛 大杠-替换保险杠 ￥1,360

TW1248 拖车杠 本田缤智拖车杠 本田 缤智 大杠-装大梁 ￥1,360

TW1263 拖车杠 本田思铂睿拖车杠 本田 思铂睿 大杠-替换保险杠 ￥1,360

TW1270 拖车杠 本田雅阁拖车杠 本田 雅阁 大杠-替换保险杠 ￥1,360

TW1202 拖车杠 比亚迪•唐2.0拖车杠 比亚迪 唐一代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294 拖车杠 别克GL8拖车杠 别克 GL8 装新款GL8 ￥1,260

TW1251 拖车杠 GL8（老款）拖车杠 别克 GL8老款 装老款GL8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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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265 拖车杠 上汽通用昂科威拖车杠 别克 昂科威 大杠-装大梁 ￥1,270

TW1295 拖车杠 别克凯越拖车杠 别克 凯越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257 拖车杠 大通V80拖车杠 大通 V80 大杠-装大梁 ￥1,000

TW1297 拖车杠 大通T60拖车杠 大通 T60 大杠-装大梁 ￥1,000

TW1277 拖车杠 大众POLO拖车杠 大众 POLO 大杠-装大梁 ￥960

TW1232 拖车杠 大众高尔夫6（11款）拖车杠 大众 高尔夫6 大杠-替换保险杠 ￥960

TW1274 拖车杠 大众捷达拖车杠 大众 捷达 大杠-替换保险杠 ￥900

TW1269 拖车杠 大众途安拖车杠 大众 途安 大杠-替换保险杠 ￥900

TW1217 拖车杠 上海大众途观拖车杠 大众 途观 大杠-替换保险杠 ￥1,100

TW1035 拖车杠 进口大众途欢拖车杠 大众 途欢 大杠-替换保险杠 ￥1,100

TW1221 拖车杠 大众途锐拖车杠 大众 途锐 大杠-替换保险杠 ￥1,440

TW1272 拖车杠 东风风光580拖车杠 东风 风光580 大杠-替换保险杠 ￥1,140

TW1022 拖车杠 丰田FJ酷路泽拖车杠 丰田 FJ酷路泽 适用07-14年 ￥1,200

TW1020 拖车杠 丰田RAV4拖车杠 丰田 RAV4 适用06-12年 ￥1,100

TW1227 拖车杠 一汽丰田RAV4拖车杠 丰田 RAV4 适用13-17年 ￥1,100

TW1281 拖车杠 丰田RAV4拖车杠 丰田 RAV4 适用16-19年 ￥1,100

TW1239 拖车杠 丰田RAV4拖车杠 丰田 RAV4 老款 ￥1,240

TW1205 拖车杠 中规版.霸道短款拖车杠 丰田 霸道 不割包围小方口 ￥560

TW1207 拖车杠 丰田霸道拖车杠中规版 丰田 霸道 大杠 ￥1,200

TW1233 拖车杠 霸道方口拖车杠 丰田 霸道 割包围小方口 ￥290

TW1208 拖车杠 中规版.霸道欧款拖车钩（2吋） 丰田 霸道 欧式短款2吋球头 ￥660

TW1206 拖车杠 中规版.霸道欧款拖车钩（50mm） 丰田 霸道
欧式短款50mm球

头
￥660

TW1216 拖车杠 丰田奔跑者拖车杠 丰田 奔跑者 适用13-14年 ￥1,200

TW1287 拖车杠 丰田奔跑者拖车杠 丰田 奔跑者 适用16-19年 ￥1,200

TW1016 拖车杠 丰田汉兰达拖车杠 丰田 汉兰达 适用08-13年 ￥1,200

TW1034 拖车杠 丰田汉兰达拖车杠（14-15款） 丰田 汉兰达
适用14-17年带小

备胎
￥1,200

TW1215 拖车杠 广汽丰田汉兰达拖车杠(15款) 丰田 汉兰达
适用15-19年带大

备胎
￥1,200

TW1282 拖车杠 丰田LC100(美版）拖车杠 丰田 兰德酷路泽 短款美版小方口 ￥184

TW1317 拖车杠 LC100拖车杠 丰田 兰德酷路泽 ￥1,200

TW1264 拖车杠 丰田LC200拖车杠 丰田 兰德酷路泽
适用10-19年

LC200
￥1,200

TW1259 拖车杠
丰田兰德酷路泽LC70（30周年复刻

版）拖车杠
丰田 兰德酷路泽

适用
LC70/LC80/LC76

￥1,700

TW1012 拖车杠 丰田雷克萨斯LX570拖车杠 丰田 雷克萨斯 小方口 ￥184

TW1271 拖车杠 丰田普瑞维亚拖车杠 丰田 普瑞维亚 适用03年 ￥1,460

TW1255 拖车杠 丰田普瑞维亚拖车杠 丰田 普瑞维亚 适用13-16年 ￥1,460

TW1017 拖车杠 丰田塞纳拖车杠 丰田 塞纳 适用04-19年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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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024 拖车杠 丰田塔库玛拖车杠 丰田 塔库玛 适用05-15年 ￥1,460

TW1053 拖车杠 丰田Tacoma拖车杠 丰田 塔库玛 适用16-17年 ￥1,460

TW1033 拖车杠 丰田坦途皮卡拖车杠 丰田 坦途 适用07-17年 ￥1,460

TW1276 拖车杠 丰田威驰拖车杠 丰田 威驰 大杠-装大梁 ￥1,100

TW1026 拖车杠 福特F-150拖车杠 福特 F-150 大杠-装大梁 ￥1,200

TW1278 拖车杠 福特撼路者拖车杠 福特 撼路者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260 拖车杠 福特全顺经典拖车杠 福特 全顺经典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320 拖车杠 福特全顺拖车杠 福特 全顺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049 拖车杠 福特edge 锐界拖车杠 福特 锐界 进口大杠-装大梁 ￥1,160

TW1245 拖车杠 福特锐界（国产）拖车杠 福特 锐界-国产 大杠-装大梁 ￥1,160

TW1249 拖车杠 福特锐界（国产）拖车杠 福特 锐界-国产 大杠-替换保险杠 ￥1,240

TW1223 拖车杠 福特探险者拖车杠 福特 探险者 大杠-装大梁 ￥1,120

TW1301 拖车杠 全顺新世纪拖车杠拖车杠 福特 新世纪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048 拖车杠 福特Escape 翼虎拖车杠 福特 翼虎 大杠-装大梁 ￥1,060

TW1285 拖车杠 吉利金刚拖车杠 吉利 金刚 大杠-装大梁 ￥1,160

TW1310 拖车杠 吉利远景X6 吉利 远景X6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201 拖车杠 江铃D-MAX拖车杠 江铃 D-MAX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228 拖车杠 江铃驭胜拖车杠 江铃 驭胜 大杠-装大梁 ￥1,280

TW1299 拖车杠 凯迪拉克SRX拖车杠 凯迪拉克 SRX 大杠-装大梁 ￥1,560

TW1306 拖车杠 凯迪拉克SRX（定制版）拖车杠 凯迪拉克 SRX（定制版） 美版大杠-装大梁 ￥1,560

TW1304 拖车杠 雷克萨斯GX400拖车杠 雷克萨斯 GX400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268 拖车杠 雷克萨斯NX200拖车杠 雷克萨斯 NX200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288 拖车杠 雷克萨斯RX200T拖车杠 雷克萨斯 RX200T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051 拖车杠 雷克萨斯RX350&RX450h拖车杠 雷克萨斯
RX350、
RX450h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242 拖车杠 雷诺科雷傲拖车杠 雷诺 科雷傲 大杠-装大梁 ￥1,400

TW1298 拖车杠 林肯MKX拖车杠 林肯 MKX 大杠-装大梁 ￥1,440

TW1224 拖车杠 铃木吉姆尼拖车杠 铃木 吉姆尼 适用15年 ￥840

TW1266 拖车杠 铃木吉姆尼拖车杠 铃木 吉姆尼 尺寸不对 ￥840

TW1289 拖车杠 铃木吉姆尼拖车杠 铃木 吉姆尼 适用16年 ￥840

TW1247 拖车杠 陆风X7拖车杠 陆风 X7 大杠-替换保险杠 ￥1,040

TW1203 拖车杠 陆风X8拖车杠 陆风 X8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318 拖车杠 路虎发现神行 路虎 发现神行 大杠-装大梁 ￥1,280

TW1246 拖车杠 路虎行政版拖车杠 路虎 行政版 大杠-替换保险杠 ￥1,560

TW1027 拖车杠 路虎极光拖车杠 路虎 极光 大杠-装大梁 ￥1,600

TW1209 拖车杠 路虎揽胜运动版拖车杠(07款) 路虎 揽胜运动版 大杠-装大梁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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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023 拖车杠 路虎揽胜运动版/发现3/发现4拖车杠 路虎
揽胜运动版/发

现3/发现4
大杠-装大梁 ￥1,600

TW1235 拖车杠 路虎神行者2拖车杠 路虎 神行者2 大杠-装大梁 ￥1,460

TW1210 拖车杠 路虎.运动版拖车杠 路虎 运动版 小方口 ￥560

TW1254 拖车杠 海南马自达CX-5拖车杠 马自达 CX-5 大杠-装大梁 ￥1,100

TW1262 拖车杠 长安福特马自达3拖车杠 马自达 马自达3 大杠-替换保险杠 ￥1,120

TW1293 拖车杠 马自达6拖车杠 马自达 马自达6 大杠-装大梁 ￥1,160

TW1303 拖车杠 马自达8拖车杠 马自达 马自达8 大杠-装大梁 ￥1,160

TW1290 拖车杠 讴歌MDX拖车杠 讴歌 讴歌MDX 大杠-装大梁 ￥1,440

TW1283 拖车杠 奇瑞瑞虎5拖车杠 奇瑞 瑞虎5 大杠-装大梁 ￥960

TW1284 拖车杠 起亚索兰托拖车杠 起亚 索兰托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045 拖车杠 日产 Titan拖车杠 日产 Titan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047 拖车杠 日产Xterra拖车杠 日产 Xterra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319 拖车杠 途乐Y62 日产 Y62 大杠-装大梁 ￥1,320

TW1043 拖车杠 日产开拓者拖车杠 日产 开拓者 大杠-装大梁 ￥1,370

TW1030 拖车杠 日产美伦奴拖车杠 日产 美伦奴 大杠-装大梁 ￥1,240

TW1044 拖车杠 日产奇骏拖车杠 日产 奇骏 进口大杠-装大梁 ￥1,260

TW1286 拖车杠 日产奇骏拖车杠 日产 奇骏 适用08-12年 ￥1,260

TW1296 拖车杠 日产奇骏拖车杠 日产 奇骏 适用13-19年 ￥1,300

TW1052 拖车杠 日产Pathfinder探路者拖车杠 日产 探路者 大杠-装大梁 ￥1,460

TW1305 拖车杠 日产途乐拖车杠 日产 途乐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305（B
版）

拖车杠 日产途乐拖车杠 日产 途乐Y62 大杠-装大梁 ￥1,320

TW1275 拖车杠 日产颐达拖车杠 日产 颐达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236 拖车杠 荣威.W5拖车杠 荣威 W5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313 拖车杠 上汽荣耀RX8 荣威 RX8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302 拖车杠 三菱劲畅拖车杠 三菱 劲畅 大杠-装大梁 ￥1,120

TW1315 拖车杠 三菱劲畅 三菱 劲畅 客户定制 ￥1,200

TW1234 拖车杠 三菱帕杰罗V73拖车杠 三菱 帕杰罗V73 大杠-装大梁 ￥1,260

TW1314 拖车杠 三菱帕杰罗V93（仿原厂款） 三菱 帕杰罗V93 客户定制 ￥1,560

TW1028 拖车杠 斯巴鲁森林人拖车杠 斯巴鲁 森林人 大杠-装大梁 ￥1,300

TW1253 拖车杠 斯巴鲁傲虎拖车杠 斯巴鲁 傲虎 大杠-装大梁 ￥1,400

TW1244 拖车杠 沃尔沃XC60拖车杠 沃尔沃 XC60 大杠-装大梁 ￥1,700

TW1243 拖车杠 沃尔沃XC90拖车杠 沃尔沃 XC90 适用03-14年 ￥1,700

TW1252 拖车杠 沃尔沃XC90拖车杠 沃尔沃 XC90 适用2016年 ￥1,960

TW1280 拖车杠 五菱宏光拖车杠 五菱 宏光 大杠-装大梁 ￥920

TW8001-01 拖车杠 五十铃D-MAX皮卡前杠 五十铃 D-MAX皮卡 前护杠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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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8001-02 拖车杠 五十铃D-MAX皮卡后保险杠 五十铃 D-MAX皮卡 后保险杠 ￥4,700

TW8001-03 拖车杠 五十铃D-MAX皮卡龙门架 五十铃 D-MAX皮卡 龙门架 ￥3,300

TW8001-04 拖车杠 五十铃D-MAX皮卡侧杠(左右一对） 五十铃 D-MAX皮卡 侧杠（左右一对） ￥2,000

TW8001-05 拖车杠 五十铃D-MAX皮卡前缓冲支架 五十铃 D-MAX皮卡 前缓冲支架 ￥5,000

TW1219 拖车杠 现代IX35拖车杠 现代 IX35 大杠-替换保险杠 ￥1,400

TW1055 拖车杠 现代Santa Fe拖车杠 现代 Santa Fe 大杠-装大梁 ￥1,500

TW1039 拖车杠 现代Santa Fe Sport拖车杠 现代 Santa Fe Sport 大杠-装大梁 ￥1,500

TW1050 拖车杠 雪佛兰Equinox拖车杠 雪佛兰 Equinox 大杠-装大梁 ￥1,520

TW1238 拖车杠 雪佛兰.创酷拖车杠 雪佛兰 创酷 大杠-替换保险杠 ￥1,460

TW1279 拖车杠 雪佛兰科帕奇拖车杠 雪佛兰 科帕奇 大杠-替换保险杠 ￥1,460

TW1018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 1500/雪弗兰 西维尔拉

多 1500拖车杠
雪佛兰

西维尔拉多
1500、希拉 

1500
大杠-装大梁 ￥1,460

TW1025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2500/3500短款/雪弗兰 
西维尔拉多2500/3500短款拖车杠

雪佛兰
希拉2500/3500

短款短款
大杠-装大梁 ￥1,440

TW1019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
2500HD/3500/3500HD

/雪弗兰 西维尔拉多 
2500HD/3500/3500HD 拖车杠

雪佛兰

希拉
2500HD/3500/

3500HD
大杠-装大梁 ￥1,400

TW1267 拖车杠 英菲尼迪FX35拖车杠 英菲尼迪 FX35 大杠-装大梁 ￥1,440

TW1312 拖车杠 长城哈弗CUV 长城 哈弗CUV 大杠-装大梁 ￥1,120

TW1230 拖车杠 长城哈弗H3/H5拖车杠 长城 哈弗H3/H5 大杠-装大梁 ￥920

TW1229 拖车杠 长城哈弗H6拖车杠 长城 哈弗H6 大杠-装大梁 ￥960

TW1311 拖车杠 哈弗H8 长城 哈弗H8 大杠-装大梁 ￥1,040

TW1231 拖车杠 长城哈弗H9拖车杠 长城 哈弗H9 大杠-装大梁 ￥920

TW1318 拖车杠 路虎发现神行拖车杠 路虎 路虎发现神行 大杠-装大梁 ￥1,300 2020年新增

TW1322 拖车杠 大众途昂拖车杠 大众 大众途昂 大杠-装大梁 ￥1,100 2020年新增

TW1323 拖车杠 哈弗H4拖车杠 哈弗 哈弗H4 大杠-装大梁 ￥920 2020年新增

TW1324 拖车杠 蔚来ES8拖车杠 蔚来 蔚来ES8 大杠-装大梁 ￥1,300 2020年新增

TW1334 拖车杠 大通D90拖车杠 上汽 大通D90 大杠-装大梁 ￥1,000 2020年新增

TW1327 拖车杠 BJ40plus拖车杠 北汽 BJ40plus 大杠-装大梁 ￥1,000 2020年新增

TW1328 拖车杠 GS8拖车杠 传祺 GS8 大杠-装大梁 ￥1,200 2020年新增

TW1329 拖车杠 依维柯拖车杠 依维柯 依维柯 大杠-装大梁 ￥1,000 2020年新增

TW1330 拖车杠 奥德赛拖车杠 本田 奥德赛 大杠-装大梁 ￥1,460 2020年新增

TW1351 拖车杠 16款全顺新世纪 新车型 全顺 大杠-装大梁 ￥1,100 2020年新增

TW1352 拖车杠 路虎发现5 新车型 路虎发现5 大杠-装大梁 ￥1,600 2020年新增

TW1325 拖车杠 路虎发现4 新车型 路虎发现4 大杠-装大梁 ￥1,600 2020年新增

TW1353 拖车杠 长城炮拖车杠 新车型 长城炮 大杠-装大梁 ￥1,040 2020年新增

TW1337 拖车杠 小鹏P7拖车杠 小鹏 P7 大杠-装大梁 ￥1,040 2020年新增

TW1354 拖车杠 20款探险者拖车杠 福特 探险者 大杠-装大梁 ￥1,120 2020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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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357 拖车杠 新胜达拖车杠 现代 新胜达 大杠-装大梁 ￥1,120 2020年新增

TW1218 拖车杠 胜达拖车杠 现代 胜达 大杠-装大梁 ￥1,120 2020年修改

WT1029 拖车杠 吉普自由光 JEEP 自由光 大杠-装大梁 ￥1,240

WT1009 拖车杠 本田CR-V带锁拖车杠 本田 CR-V 大杠-装大梁 ￥1,360

WT1015 拖车杠 本田奥德赛拖车杠 本田 奥德赛 大杠-装大梁 ￥1,460

WT1033 拖车杠 丰田坦途皮卡拖车杠 丰田 坦途 大杠-装大梁 ￥1,460

WT1006 拖车杠 吉姆西1500带锁拖车杠 吉姆西 吉姆西1500 大杠-装大梁 ￥1,600

WT1018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 1500/雪弗兰 西维尔拉

多 1500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1500 大杠-装大梁 ￥1,440

WT1019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
2500HD/3500/3500HD

/雪弗兰 西维尔拉多 
2500HD/3500/3500HD 拖车杠

吉姆西
  希拉

2500HD/3500/
3500HD

大杠-装大梁 ￥1,440

WT1023 拖车杠 路虎揽胜运动版拖车杠 路虎 揽胜运动版 大杠-装大梁 ￥1,596

WT1027 拖车杠 路虎揽胜极光拖车杠 路虎 极光 大杠-装大梁 ￥1,560

WT1030 拖车杠 日产美伦奴拖车杠 日产 美伦奴 大杠-装大梁 ￥1,360

WT1050 拖车杠 雪佛兰Equinox拖车杠 雪佛兰 探界者 大杠-装大梁 ￥1,440

小贴士：重量换算：1 lb=0.453 kg    尺寸换算：1"=2.54cm
备注：

1.以上报价为出厂价，运费另计；

2.报价更新日期：2020.6.13；
3.以上报价最终解释权归佛山市劲雄机械有限公司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