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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高端幼儿教具品牌

源自德国
S I N C E  1 9 2 5

Dusyma 至今已有九十多年历史，公司自 1925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专业幼教学

具的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其产品旨在激发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成长潜力 ：发掘孩子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现学习的乐趣，为幼儿快乐、自信的成长创造多种可能。正因如此，

Dusyma 受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客户的赞赏与信赖，其产品远销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不仅是德国第一大教育出版集团—柯莱特集团（KLETT GRUPPE）的重要合作

伙伴，也是日本皇室教育的重点合作品牌。

2017 年， Dusyma 与中国海豚传媒强强联手，将其一流的学教具产品带入中国，以幼

儿不同阶段发展所需作为一切的出发核心，继续坚持为中国孩子打造一个精彩的学中玩、玩

中学的游戏世界。

绿色环保的循环系统—Dusyma 仓库里设有

专门的管道来清理木渣和飞尘，清理的木渣和飞尘还

被二次利用，燃烧之后用来供暖。 世界领先的全自动生产线

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东部的 Dusyma 总部



Dusyma 产品符合欧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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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yma 支持“全纳教育”理念，精心设计支持特殊儿童健

康发展的优质玩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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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荣誉奖项

德国 2004
最佳益智游戏奖

German Learning Game
Award

德国优秀
玩具认证

Educational Toys

spielgut
vom arbeitsausschuß
kinderspiel+spielzeug

ausgezeichnet

德国 2011
阅读品质奖

Dyslexia Quality Award
The Dyslexia Quality

世界教具
联合会奖

worlddidac Award

Dusyma 所有产品的分拣、包装及派送均由自己专业物流团

队完成。通过近百年的经验积淀，Dusyma 拥有自己独家的分拣

打包流程，通过两次检验降低货物出错风险。

百年精品见于细节，Dusyma 精心

包装每一款产品，将货物在运输中损坏

的风险降至最低。

Dusyma 所隶属的行业协会

Didacta-Verband e.V. 
Verband der Bildungswirtschaft

Pestalozzi-Fröbel-Verband 
Dusyma is a member of the German Pestalozzi-
Fröbel Association and supports the activities
of this organisation.

Deutschen Verband der Spielwarenindustrie e.V.
Dusyma is a member of the German Association
of the Toy Industry

Archiv der Zukunft –Netzwerk e. V
Dusyma is a member of the
German Archive of the
Future Network Association

World Didact Association 

Dialog Reggio
Vereinigung zur Förderung der
Reggio-Pädagogik in Deutschland e.V.



产品货号 ：YZ-003-0124

产品介绍 ：37×37×70 cm（收纳柜） 

直径 60 cm（底座）     高 68 cm（城堡）

教育价值 ：这款产品为 Dusyma 专业研发团队历时五年研发的关

于数学及语言等综合学习的产品。融合了数学和语言的学习，引

导孩子发展早期的计算能力和其他数学技能，鼓励孩子自主学习，

既适合集体学习，更注重自由发挥。

活动建议 ：通过故事引导孩子学习，岛上的国王和王后住在一座

城堡，整个城堡坐落在海洋中间的一个美丽的岛屿上。城堡有 10

层，环绕皇家岛的小岛及各种数字都属于国王和王后，国王和王

后非常感激岛民，岛民履行皇室夫妇的意愿去执行任务。岛上的

人自行解决问题或旅行至其他岛屿，拼装他们的船只 , 去寻找不

同的珍宝。孩子在游戏中可扮演不同的角色，在简单的游戏中通

过有趣方式学习数学。任务难度会分不同的阶段，以适应个别孩

子的需要和成就水平。所有材料涉及了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树木、

房子、船、动物等，将抽象的数学概念具象化，幼儿可学习基础

数学技能，大小、多少、长短、重量、加减、配对等 ；幼儿可自

由进行活动，提升语言能力 ；故事导入，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同

时在原有的故事模板上，幼儿可自己创造新的剧情，发展孩子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1+ 特殊教育4Y+数学城堡

1

2

3

4

5

产品货号 ：YZ-003-0129

产品介绍 ：36 张 7×10cm 的卡片及指导说明书

教育内涵 : 发展孩子早期数学能力，如认知和比较大小等。

活动指导 ：每位小朋友需要尽快将手中的 5 张卡片放下，不同的动物 ( 牛、羊、

驴 , 和小公鸡 ) 在卡片上有不同的大小。每张卡片粪便数量可以帮助小朋友找到

匹配的名片。谁先将手中的卡片全部放下即为赢家。每放下一张卡片，小朋友

都要模仿相应动物的声音，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

·4 块可连接的小岛，10 个护柱

·水桶平衡棒 ·宝盒

·5 只航船 ·2 个航船连接器

·32 个不同形式的帆 ·12 颗树

·5 颗骰子 ·3 个沙漏

·24 个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木质人偶

·32 个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动物木偶

·1 个响板、5 个收纳袋、若干卡片

·120 颗大珠子，6 种颜色

·100 颗小珠子，6 种颜色

·120 个小木环，6 种颜色

·50 颗宝石，5 个颜色

·32 根白细绳

2-4 特殊教育3Y+

·城堡屋顶 ·10 个颜色各异的抽屉

·18 根长度为 5-45cm 的榉木棒

·1 块蓝色布（作为背景大海）

皇家城堡

·国王及王后玩偶 ·5 个弧形小岛

·5 个带小孔的小岛 ·5 只船

·5 个颜色各异的水手 ·5 个水桶

·10 层绳索木梯

小岛及船 动物，人物及航船

动物卡片游戏

宝藏

小岛

2 3



产品货号 ：YZ-003-0126

产品介绍 ：内含 4 种颜色的积木块（每种颜色 18 个），4 种颜色

游戏人偶（每种颜色 4 个），2 个骰子，一块木质底板（22×22cm），

完整的指导手册及收纳木箱（23×23×10.5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视觉思维能力及策略规划能力。

活动建议 : 这是最快的路线到对面吗 ? 玩家必须提前计划他们的路

线 , 决定更好的路线达到对方的阵地，通过骰子来确定自己的路线

及选用的方块类型，从而决定一个球员可以走多远，比赛非常激

动人心。当玩家的路线交叉时，需要更新自己的路线，这是最快

的路线 ? 球员会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从而不断思考及调整。

产品货号 ：YZ-003-0125

产品介绍 ：内含 2 块游戏板（50×45cm），6 种不同颜色的计数器，15

片颜色形状各异的积木块，1 条大章鱼，120 张层压任务卡（直径 7cm），

30 张任务卡及 3 颗骰子（3cm）。

教育价值 : 帮助幼儿促进语言和沟通能力 , 社交能力 , 逻辑思维、精细运

动能力和粗大运动技能。

活动建议 ：小朋友可以扮演章鱼，解决路程中遇到的任务 , 先到达终点者

获胜。根据骰子的数字决定前行的步数，同时根据骰子的颜色回答相应色

卡问题或完成相应的任务，任务中的问题包括数学、语言、运动技能和社

交能力等内容，促进孩子们的各领域技能的发展。

2-4 特殊教育5Y+3D 策略游戏

2-6 特殊教育4Y+章鱼爬爬乐

动物衣服 

蔬果游戏

叠四方游戏

产品货号 ：YZ-003-0376

产品介绍 ：内含 30 个木质卡片（15 个动物

卡片及 15 个对应的动物衣服卡片），一份说

明书及一个棉布收纳袋。

教育价值 ：提高幼儿记忆力、注意力、视觉

感知能力。

活动建议 ：幼儿根据动物的外形找到对应花

色的动物衣服卡片进行配对。

产品货号 ：YZ-003-0380 

产 品 介 绍 ：内 含 110 张 圆 形 图 片 卡

（φ6cm），5 个 分 类 板（14×28 cm），

7 对 颜 色 卡（6×6 cm），10 对 主 题 卡

（6×6 cm）。

教育价值 ：提高幼儿知识认知，发展幼

儿逻辑分类能力。

活动建议 ：幼儿根据蔬菜、水果的外形、

颜色及生产环境等进行分类。

产品货号 ：YZ-003-0381

产品介绍 ：内含一块游戏板（41×41 cm），

红、黄、蓝、绿四色共计 60 座塔座（φ3cm、

高 3cm）及 60 座桥梁（长 8.5cm），产品由

桦木多层板制成。

教育价值 ：发展幼儿精细运动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及策略能力。

活动建议 ：幼儿根据同色塔座和桥梁来构成

四方形，构成四方形的 4 个塔座必须在同一

层上，可以用塔座拼搭多层。最后构成的四

方形最多者获胜。

1-42Y+

1-43Y+

1-44Y+

NEW

NEW

NEW spielgut
vom arbeitsausschuß
kinderspiel+spielzeug

ausgezeichnet

spielgut
vom arbeitsausschuß
kinderspiel+spielzeug

ausgezeichnet

spielgut
vom arbeitsausschuß
kinderspiel+spielzeug

ausgezeic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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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饿的毛毛虫

分极镜

产品货号 ：KX-002-0026

产品介绍 ：内含两块分级镜（直径 40cm）及指导手册，材质为

MDF 及内置偏光过滤器的有机玻璃板。

教育价值 : 分极镜是一种特殊的万花筒，内置偏光镜，可以过滤某

些光波。孩子们可以尝试各种塑料薄膜来认知颜色，激发孩子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

活动建议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灯箱表面 , 你将体验美妙的颜色变化

和光线效果。把不同的塑料薄膜如玻璃纸、胶带或食品薄膜等放

进偏振镜 , 观察颜色的变化，也可旋转圆盘观察颜色，也许会出现

彩虹呢！

产品货号 ：YZ-003-0130

产品介绍 ：1 块双面游戏板（直径为 60cm），4 块游戏板，

16 个彩色计数器 ,16 灰色印花计数器，4 颗小树，16 个形状

大小各异的布片，1 条木质毛毛虫（9 段），完整的游戏说明

及木质收纳箱。

教育价值 : 这个游戏引导孩子认识规则的重要性 , 锻炼手眼

协调 , 集中能力，颜色和形状的认知能力，移动毛毛虫可以

锻炼孩子的精细运动能力。

活动建议 ：小毛毛虫想要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它要吃很多

很多的叶子和果实帮助它生长。小朋友可以一起来帮助来毛

虫变成蝴蝶，他们给它食物和帮助它成长。游戏可以设置不

同的难度水平 , 使其适合 2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孩子。

1-42Y+

1-44Y+

产品货号 ：SS-001-0001

产品介绍 ：内含 1 个刮沙器，材质为榉木

和钢化玻璃，尺寸为 100×65×8cm。

教育价值 ：沙子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给予孩

子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也可促进孩子社

交情商的发展。

活动建议 ：沙盘面积大，可供多个孩子一起

玩耍。图片为效果图，需另外配置灯箱。

1+ 特殊教育沙盘 

产品货号 ：SS-001-0002

产品介绍 ：榉木制，尺寸为 100×65×（59-76）cm，

沙桌底部配有滑轮，可移动也可固定。桌面有防松栓，

可固定沙盘，桌面贴有米色防火板，桌腿可调节，灵活

使用。不含沙盘，需另外购买。

1Y+沙盘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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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HW-004-0095

产品介绍 ：榉木制边框，安全玻璃，2 把锯齿刮

沙板，1 个在长刮沙板及指导说明书。

教育价值 ：沙子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给予孩子无

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发展孩子的手眼协调及精

细运动能力。

产品货号 ：HW-004-0096

产品介绍 ：榉木制，72.5×57.5×46 cm。

教育价值 ：沙子的流动性和可塑性，给予

孩子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发展孩子的

手眼协调及精细运动能力。不含沙盘，需

另外购买。

产品货号 ：HW-004-0097

产品介绍 ：内含 1 个清洁刮板，1 只沙笔，1 只球，2 只磁铁甲虫，4

个木制底及指导说明书。包装尺寸 : 31.5×25×12.5cm

教育价值 : 发展孩子想象力及专注力。

活动建议 : 将磁铁甲虫藏在沙子里 , 试着找到他们。磁棍可以帮助搜索；

甲虫赛跑，谁的甲虫跑的比较快呢？在沙子上滚动小球，观察小球的

轨迹 ；还可以在沙盘上书写字母数字，进行语言学习哦！

特殊教育3Y+

沙盘车 沙盘（小） 

沙盘配件 

1-2 特殊教育3Y+

产品货号 ：GT-001-0063

产品介绍 ：硬质纤维板制，0-9，十个数字，16×13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触觉，培养孩子沟通能力及语言能力。

1+ 特殊教育4Y+ 1+ 特殊教育3Y+

产品货号 ：GT-001-0062

产品介绍 ：十个木质数字，12×1.2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感官知觉 , 精细动作技能 , 培养孩子专注力，

识别数字等。

活动建议 : 引导孩子通过多感官认知数字，他们可以接触或感觉或

者填补其他的物体 , 如豌豆和弹珠。

GT-001-0061 GT-001-0060

产品货号 ：GT-001-0061/GT-001-0060

产品介绍 ：硬质纤维板制，26 个大写字母及小写字母，16×13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触觉，培养孩子沟通能力及语言能力。

活动建议 ：孩子可通过触觉感知字母的形态，书写这些字母，可

做记忆游戏。

触觉大 / 小写字母 1+ 特殊教育4Y+

触觉数字 0-9 数字体验 0-9

8 9



2-64Y+

2-63Y+

2-61Y+

2-61Y+

产品货号 ：YZ-003-0115

产品介绍 ：16 块各种纹理的木质板，25×25cm，

3 块 船 形 地 毯，7 张 宝 藏 卡 片，2 张 陷 阱

卡，15 张 地 图 及 指 导 说 明 书。 包 装 尺 寸 ：

49×34×20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触觉辨别，空间意识 , 记忆

力，语言能力等。有利于词汇拓展，比如给指令 ,

方向 , 寻求帮助等。

活动建议 : 寻宝游戏。宝藏藏在脚下的木条中，

孩子根据寻宝地图上的路线寻找宝藏。在游戏

中，也要避开陷阱哦！

产品货号 ：YZ-003-0377

产品介绍 ：内含 9 对纹理不同的积木块，产品由

榉木制成，尺寸为 31×13.5cm。

教育价值 ：促进幼儿手部感知觉的发展。

活动建议 ：9 组积木块，表面纹理各不相同，幼

儿可以通过手部触摸，感知不同纹理的触感，并

用语言描绘出。

产品货号 ：YZ-003-0378

产 品 介 绍 ：内含 24 个不同大小，不同材质的球（φ 4.5-

11cm），产品由软木塞、木质、塑料、泡沫等制成，游戏篮尺

寸为 38cm，高 13cm。

教育价值 ：促进幼儿手部感知觉的发展。

产品货号 ：YZ-003-0379

产品介绍：内含 3 套，共计 33 个不同材质的圆环（φ5.7-8cm），

3 个木底座（高 15cm），1 个棉布收纳袋及一个收纳篮，产品

由榉木、毛刷、布料、塑料等制成，游戏篮尺寸为 38cm，高

13cm。

教育价值 ：促进幼儿手部感知觉的发展。

宝藏岛

触觉游戏

感官球游戏篮

感官堆叠塔游戏篮

产品货号 ：GT-001-0066

产品介绍 ：6 组不同触觉感知板，每组 6 对配对板，尺寸为

6×4cm, 榉木制木盒，尺寸为 10×28.5×10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触觉感知，认知几何形状和数量，拓展

孩子词汇量。

活动建议 : 可进行多种触觉匹配和识别游戏。选择一对触觉

板中的一组，将其放入盖子木盒中，盖上盖子。试试看，能

否按照正确的顺序将另一组匹配上呢？也可选取混合的不同

材质的木块，增加游戏的难度，考验孩子的记忆能力。

1-6 1-6 特殊教育3Y+感觉盒子

教育价值 ：

产品货号 ：

产品介绍：

3 个木底座（高 15cm），1 个棉布收纳袋及一个收纳篮，产品

由榉木、毛刷、布料、塑料等制成，游戏篮尺寸为 38cm，高

13cm。

教育价值 ：

感官堆叠塔游戏篮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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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一组非常有吸引力的感官墙面板，适

用于幼儿园接待区或活动室。孩子们会迫不及待

的去体验感官墙面，运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他

们会通过观察、触摸、倾听去发掘各领域的能力。

每个感官面板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也可以自己创

造，将不同感官的三块面板结合在一起木框上。

产品材质 ：桦木多层板 铝制框架

声学感知板 A 产品货号 ：QM-001-0052

包装尺寸 ：93.5×34×11.5cm

声学感知板 B 产品货号 ：QM-001-0053

包装尺寸 ：96×34×13cm

触觉感知板 A 产品货号 ：QM-001-0054

包装尺寸 ：94.5×35×12.2cm

触觉感知板 B 产品货号 ：QM-001-0055

包装尺寸 ：94×35×12.5cm

视觉感知板 A 产品货号 ：QM-001-0056

包装尺寸 ：94.5×35×12.2cm

视觉感知板 B 产品货号 ：QM-001-0057

包装尺寸 ：94.5×35×12.2cm

感官训练板 1+ 特殊教育1Y+

产品货号 ：QM-001-0001        

产品介绍 ：声音墙面。3 块感官面板 ：圆形石头，不同高度的

桦木筒，组合材料，彩带，小铃铛，磁铁图案等。包装尺寸 ：

140×63×11.5cm。

产品货号 ：QM-001-0003        

产品介绍 ：海洋墙面。3 块感觉面板 ：金属，环型，玻璃，磁

性数字，雪纺布的小鱼，棉线（100％棉花）等。包装尺寸 ：

143×63.5×11.5cm。

产品货号 ：QM-001-0002       

产品介绍：形状墙面。3 块感官面板：各种小孔，布袋（80％聚酰），

斜槽，系带线等。 包装尺寸 ：140×63×11.5cm。

产品货号 ：QM-001-0001/QM-001-0002/QM-001-0003

产品介绍 ：桦木多层板，140×63×11.5cm，这个序列墙面呈波

浪形状，每一款墙面包含三款学习板，有形状、声音、颜色等主题。

教育价值 ：感觉波浪墙面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元素，由于感觉波的

高度刺激性，孩子们开始玩耍，探索和体验，可以激发幼儿探索

世界的兴趣，在游戏中学习知识。

产品货号 ：GT-001-0067

产品介绍 ：榉木底板，圆柱体插块包含榉木材质 ( 原木色、染

色、浸漆 )、丙烯酸、棉花、羊毛、混凝土、

塑 料 等 材 质。 底 板 为 20×20×2 厘 米 , 圆

柱 体 直 径 3cm， 长 度 6.5cm。 包 装 尺 寸 ：

24×24×12cm。

教育价值 ：引导孩子通过触觉感知认知不同

材料体验板

波浪墙面系列

红色波浪墙面

蓝色波浪墙面 黄色波浪墙面

1-2 特殊教育1Y+

1+ 特殊教育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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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YZ-002-0148

产 品 介 绍 ：榉 木 制，6 组 颜 色 不 同， 旋 律 不

同， 共 计 12 个 木 球（ 直 径 5cm）。 包 装 尺 寸 ：

25×16.5×4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手部运动能力、大肌肉运

动能力及专注力。

产品名称 ：
产品货号 ：YZ-002-0117

产品介绍 ：此款产品设计有 16 个凹槽，32 个计数组件，32 个串

珠，12 根木棒，1 个平衡板，幼儿可以选择不同的串珠和技术组

件组合，达到平衡板两端的平衡。

教育价值 ：引导幼儿感知平衡和重量。

活动建议 ：谁能使木板保持平衡呢？游戏的目的是通过摆放珠子使木板保持平衡。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木块和珠

子。珠子可以通过木棒串联起来，木块也嵌入平衡板，可以用有趣的方式让孩子学习尺寸和重量。

平衡桥

木质旋律球

产品货号 ：YZ-003-0131

产品介绍 ：内含 6 对小方块，4x4cm，摇晃会发出声音。包

装尺寸 ：18×16×5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乐感、颜色认知及专注力。

活动建议 ：探索有趣的声音世界，摇一摇，用最快的速度找

到相同声音的小盒子吧！

多彩音乐盒 1+ 特殊教育1Y+

1-2 特殊教育3Y+

1+ 特殊教育1Y+

产品货号 ：YZ-003-0137

产品介绍 ：5 个榉木制木锁，10×10cm，5 把 16cm 的木制钥匙。包装尺寸 ：

27×20.5×6.5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早期精细运动能力及手眼协调能力。

活动建议 ：这组木锁包含 5 个不同的形状，难度系数 1-5。首先给孩子提供最

简单的锁扣，解锁之后，可以提供下一个难度的锁扣，以此类推，直到玩孩子

熟悉 5 个解锁难度。

产品货号 ：YZ-002-0260

产品介绍 ：36 颗 5×3cm 榉木串珠，16 张图案卡，4 个 11.5cm 榉

木支架，4 个坚实的榉木塞。榉木制收纳箱（含有机玻璃箱滑动盖），

33×25×8.5cm，一本指导手册。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精细运动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引导孩子认知

颜色、排序、分类等。

活动建议 ：幼儿可用串珠搭建城堡或者摆设毛毛虫，也可进行颜色

配对等游戏。

木质解锁游戏

软绳积木 1-8 特殊教育1Y+

1-5 特殊教育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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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GT-001-0064

产品介绍 ：16 个木制小盒，边长 4cm，榉木制收纳箱（含有机

玻璃箱滑动盖 )，尺寸为 19×19×6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声音辨识能力，听觉感知和语言技能。

活动建议 ：可做记忆游戏及小组活动，16 名孩子寻找小盒子内

容相同的伙伴，然后孩子们要猜和描述内容。

声音记忆游戏

产品货号 ：GT-001-0065

产品介绍 ：5 对榉木制娃娃，高 9.5cm，榉木制收纳箱（含有机玻璃箱滑动盖 )。

包装尺寸 ：22×17×4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声音辨识能力，听觉感知和语言技能，发展孩子想象力。

活动建议：当你摇晃音乐娃娃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打击乐的声音，可进行多种游戏，包括记忆、听觉、

角色扮演，还可发挥创造性，进行讲故事活动。

音乐娃娃 1-10 特殊教育3Y+

1-16 特殊教育3Y+

产品货号 ：YZ-003-0132

产品介绍 ：内含 64 张卡片，32 张图案卡及 32 张颜色卡，硬

纸板制，8×8cm。包装尺寸 ：22×22×5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记忆能力，专注力及视觉感知能力。

活动建议 ：在这个记忆游戏里，每一张图案卡对应一张颜色

卡，考察孩子记忆力的同时，反应速度也重要，谁能最快的

找到对应的卡片呢？除此之外，还可以描述卡片内容，对卡

片颜色进行分类对比等，4 个难度等级（每个难度等级八张卡，

分别对应 3，4 ，5，6 种颜色）。

产品货号 ：KX-002-0013

产品介绍 ：内含 144 张不同颜色的颜色卡，3.5×7.0 cm。包

装尺寸 ：22×22×5cm。

教育价值 ：幼儿利用他们对颜色的了解去描述事物以及他们

的感受。引导孩子学会认知和识别不同的颜色及色彩的叠加，

了解颜色的名称 , 颜色的顺序 , 比较不同的色彩 , 表达对颜色

的感觉，了解相反的颜色，述说颜色的故事。这样孩子可以

发挥创造力利用多种感官去理解颜色，发展语言技能。当孩

子用语言去描述周围的事物，他们可以用全新的视角去认知

世界。

活动建议 ：孩子们可用语言去描述不同的颜色及与颜色有关

的事物或故事。想象力无界限！

卡片记忆游戏

七色颜色卡

1-4 特殊教育4Y+

1 特殊教育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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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YZ-002-0150

产品介绍 ：桦木多层板制旋转盘，5 块黑白相间的木质旋转

盘，直径 23cm。

教育价值 ：帮助孩子了解光学现象及物理知识，发展孩子的

运动能力及视觉感知能力。

活动建议 ：当转动旋转盘的时候，会发生神奇的光学现象，

转速不同，所看到的现象也大不一样。

现象旋转盘

产品货号 ：YZ-002-0149

产品介绍 ：36 块木质游戏块，5.5×5.5cm。包装尺寸 ：19.5×14.5×7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图形感知、逻辑思维、专注力和空间想象力。

活动建议 ：将白色方块放置在黑色方块之后，使方块上的圆圈数量与黑色方

块一致。但要注意，不要被圆圈的视觉效果所干扰哦！

光幻觉游戏 1-65Y+

1+3Y+

产品货号 ：YZ-003-0138

产品介绍 ：126 个数字木球及 100 个字母木球，直径 3cm。

教育价值 ：引导孩子认知 1-100，发展语言学习能力。

活动建议 : 用木球进行算术或者认知词语，或者在游戏板上

进行字谜游戏。

2-4

产品货号 ：YZ-003-0133

产品介绍 ：木质游戏板，尺寸为 64×59.5×9.5 cm，共两面（绿色和蓝色），170

个 直 径 3cm 的 木 质 小 球， 共 10 种 颜 色， 每 种 颜 色 有 17 个 小 球。 包 装 尺 寸 ：

72×69×19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触觉、听觉、辨别、分类、学习搭建立体模型及进行简单

的算术。

活动建议 : 在绿色游戏板上，可以进行彩球排序，选择同种颜色的小球放在水平、垂

直或者对角线上，或者排列成数字或字母 ；可在蓝色游戏板上搭建立体模型或进行

数学运算（如乘法 10×10 等）。

1+球类数学游戏

木球游戏

1+ 特殊教育3Y+

2-45Y+

18 19



产品货号 ：YZ-002-0151

产品介绍 ：12 块形状积木极若干配对底板，底板尺寸 24×24×1.3 cm，包装尺

寸 ：26.5×26.5×11.2 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精细运动，认知颜色、形状等能力。

活动建议 ：将球形、圆柱、圆锥、长方体等放入正确的位置。

形状认知游戏

产品货号 ：YZ-003-0134

产品介绍：木质游戏板，42×42×2cm，72 游戏木块（36 红色，

36 个白色），5.5×3cm，4 个骰子（2 个点数骰子，2 个数字骰子）。

包装尺寸 ：45.5×43.5×2.5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多种数学技能，分类排序，加减法，培养孩

子的耐心和专注力。

活动建议 ：思考决定在小盒子放在哪些小木块可以使每个小格子

的数量和都是 7，根据求和数字不同，游戏难度递增。

凑 7 游戏 1-4 特殊教育4Y+

1-3 特殊教育3Y+

产品货号 ：YZ-002-0071

产品介绍 ：内含 9 个颜色不一且边长为 4cm 的立方体木块，20

张硬质过塑纹卡，其中有一张空白卡片可供自由发挥，木盒尺寸

16×16×11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专注力及空间思维能力。

活动建议 ：幼儿需将立方体放置于合适位置以使其颜色与过塑纹

卡上的颜色一致，卡片难度不同，也可在空白卡片上自由创造图案，

发展想象力。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三色立方）

产品货号 ：YZ-003-0029

产品介绍 ：内含一块特质木板，小木块若干，红色和蓝

色的小圆球各四颗，骰子一个及指导手册。包装尺寸 ：

23×23×8.6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专注力，认知颜色、形状及基础的

数学知识学习。

活动建议 ：可通过扔骰子进行简单的数学游戏，也可按照

指导手册，将对应形状对应数量的木条放置到底板上。

数学几何拼图游戏 1+ 特殊教育3Y+

1-2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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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YZ-001-0107

产品介绍 ：内含四中颜色的形状块，分别是黄色、绿色、红色

及蓝色。桦木制，共 14 片。包装尺寸 ：17×16.5×4cm。

教育价值 ：认知形状、颜色及配对，发展精细运动能力，手眼

协调能力及专注力。

活动建议 ：幼儿通过颜色和形状将对应的图形拼接起来，可供

四个孩子一起体验。

形状拼图 1-4 特殊教育18M+

产品货号 ：JS-001-0130

产品介绍 ：木质底座，直径 40 cm。6 个不同高度的花柱，48 片

木质配件，16 个毛毡配件，1 个塑料花篮，1 个木质水壶，尺寸

为 20×25×1cm。包装尺寸 ：41×41×22cm。

教育价值 ：认知形状、颜色及配对，发展精细运动能力，手眼协

调能力及专注力。

活动建议 ：孩子可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属于自己的小花园，不同

的颜色、形状、材质，可以模拟种花游戏，用水壶浇水，并通过

更换不同高度的立柱扮演花朵生长。

种花游戏 1-6 特殊教育2Y+

产品货号 ：YZ-002-0072-03

产品介绍：内含 16 个新游戏模板，适用于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I

及 II。包装尺寸 ：20×16×1cm。

产品货号 ：YZ-002-0072

产品介绍 ：内含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I、II 及三维立体逻辑思

维训练（人、动物类）- 小册子。

产品货号 ：YZ-002-0072-01

产品介绍 ：1 长方体，1 个椭圆木块，1 梯形圆

柱杆，1 根木棒，1 个模板小册子，1 个红色底

座，桦木制，包装尺寸 ：22×22×5.5cm，底

板尺寸 17.5×17.5cm。

教育价值 ：训练幼儿空间思维能力。

活动建议 ：具有难度不同的模式卡，幼儿根据

图案卡上的阴影图案来搭建小木块使之与阴影

图案对应。

产品货号 ：YZ-002-0072-02

产品介绍 ：1 个弧形木块，2 个半圆木块，1 个

椭圆木块，1 梯形圆柱杆，1 根木棒，1 个模板

小册子，1 个绿色底座，桦木制。包装尺寸 ：

22×22×5.5cm，底板尺寸 17.5×17.5cm。

教育价值 ：训练幼儿空间思维能力。

活动建议 ：具有难度不同的模式卡，幼儿根据

图案卡上的阴影图案来搭建小木块使之与阴影

图案对应。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I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II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人、动物类）- 小册子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
（人、动物类）

1 特殊教育3Y+

1 特殊教育5Y+

1 特殊教育5Y+ 1 特殊教育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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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YZ-002-0119

产品介绍：内含 40 块积木，积木表面为棉质，8 个立方体，

8 个梯形，8 个平行四边形，8 个倾斜的立方体，8 个不

规则的立方体。产品尺寸 4.5×4.5×4.5-6cm。

教育价值：培养幼儿的感知能力，发展幼儿对形状的认知。

在搭建积木的过程中培养幼儿空间思维能力、平衡力及

专注力等，通过游戏锻炼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活动建议 ：幼儿根据多米诺原理搭建不同颜色表面不同

形状的积木，尽可能地将积木堆高。

产品名称 ：
产品货号 ：YZ-002-0047

产品介绍 ：木盒内含 8 套图示卡，每套 4 张，96 个含 6 种颜色

的木块，1 本说明书。木质底板尺寸 19×19×6cm。

教育价值 ：引导幼儿对颜色的视觉感知，锻炼幼儿的注意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通过游戏认识颜色和形状、学习分类和图形拼搭。

活动建议：幼儿根据图示卡拼搭小木块，使之与图示卡上的形状及颜色匹配，每一套图示卡均有逻辑关联，将活动与颜色、形状、空间、

顺序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同的拼凑法来拼搭千变万化的形象、图案、数字或字母。

七巧板三维主题系列

倾斜积木

1-85Y+

1-8 特殊教育5M+

产品货号 ：YZ-003-0119

产品介绍 ：货车及轨道为桦木制，轨道尺寸 100×20cm，拱

门高 26cm，16 块原色榉木积木块及指导手册。包装尺寸 ：

102×26.5×17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及思维能力，提升孩

子的社交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活动建议 ：将不同形状的拱门插入轨道，将积木块装载到货车

上，注意不要让积木在通过拱门时掉下去。

货车闯关 2+4Y+

产品货号 ：YZ-002-0074-01

产品介绍 ：内含一本小册子，20 个边长为 4cm 的立方体、4 个长长

方体、4 个短长方体、6 个等边三角形、4 个等腰三角形、1 支水解笔、

2 个插入式塑料板、2 个固定夹。木质板 31.5×23.5×12.5 cm。包

装尺寸 ：32×24×13cm。

教育价值 ：发展幼儿的想象力、锻炼幼儿计划组织以及动手操作能

力，培养未来成功的建筑师。

活动建议 ：具有难度不同的模式卡，幼儿根据图案卡上的阴影图案

来搭建小木块使之与阴影图案对应。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古堡类） 1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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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Y+
产品货号 ：YZ-002-0121

产品介绍 ：内含 20 个不同形状的积木，4 个圆锥体，6 个圆柱体，6 个

半圆柱体，4 个不规则积木，20 个压层图案卡，附加组件中包含各种各

样的新形状，如汽车，火车等。木质板 32×23.5×4 cm。包装尺寸 ：

32×24×4cm。本产品需搭配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古堡类）产品一

起使用。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空间思维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动手能力，发展

幼儿逻辑思维能力，提高智力。

活动建议 ：具有难度不同的模式卡，幼儿根据图案卡上的阴影图案来搭

建小木块使之与阴影图案对应，活动与建筑联系起来。

15Y+

产品货号 ：YZ-002-0074-02

产品介绍 ：内含 20 个压层图案卡、1 个空白卡（供幼儿自由发挥）。

配合古堡类积木产品一起使用。包装尺寸 ：32×24×4cm。本产品需

搭配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古堡类）产品一起使用。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空间思维能力、计划与组织能力、动手能力，发

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提高智力。

活动建议 ：添加了新的模式大纲卡片，幼儿根据图案卡上的阴影图案

来搭建小木块使之与阴影图案对应，是补充阴影轮廓的构造游戏。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扩展包 I- 小册子

三维立体逻辑思维训练扩展包 II- 异形积木

产品货号 ：YZ-003-0118-02

产品介绍 ：木质棋盘 41×41cm，包含 36 个棋子，棋子尺寸 ：

6.7×6.7×1.7 cm，以及完整的游戏指导手册。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的专注力和耐心，培养幼儿的逻辑思维能

力，引导幼儿进行色彩辨别和视觉感知。

活动建议 ：棋盘以 3×3 的九个格子为一组，幼儿依次将棋子

放入棋盘中，每一组中不能出现两个同一颜色的棋子，棋盘横

向或纵向也只能出现一次。

数独积木棋Ⅱ 1-34Y+

产品货号 ：YZ-003-0118-01

产品介绍 ：木质棋盘 24×24cm，白色的网格底板，棋子中间

用塑料珠宝镶嵌，共 12 个棋子，6 个颜色，每个颜色 2 个棋子。

包装尺寸 ：24×24×2cm。

教育价值 ：闪闪发光的宝珠棋子能吸引幼儿的吸引力，锻炼幼

儿的耐心和推理能力，同时引导幼儿进行色彩辨别和视觉感知。

活动建议 ：棋盘以 2×3 的六个格子为一组，幼儿依次将棋子

放入棋盘中，每一组中不能出现两个同一颜色的棋子，棋盘横

向或纵向也只能出现一次。

数独积木棋Ⅰ 1-3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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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特殊教育3Y+插花游戏

产品货号 ：YZ-002-0152

产 品 介 绍 ：内 含 10 个 插 花 底 座， 每 个 底 座 有 5 个 孔， 底 座 尺 寸

22×3.8×2 cm，包含 50 个不同长度的花茎，4-8cm 之间，50 个不同

形状的花朵，木质包装盒尺寸 24.5×24.5×9 cm。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的观察能力与匹配能力，色彩鲜艳的花朵能吸引

幼儿的注意力，帮助幼儿认识大自然，发展幼儿精细运动和手眼协调

能力。

活动建议 ：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将花茎与花头匹配并排序，或者找出

高度相同的花茎依次排列。

1+ 特殊教育4Y+
彩虹积木 -
圆形 / 环形 / 三角形

产品货号 ：YZ-002-0069 / 

                  YZ-002-0070 / YZ-002-0068

产 品 介 绍 ：YZ-002-0069 内含一个带 7 根小圆柱的木架

子，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小积木 54 片，由外至内构成赤、

橙、黄、绿、青、蓝、紫 7 种颜色。YZ-002-0070 不同颜

色不同形状的小积木 72 片，每 8 片积木构成一个小圆柱体，

共 9 个。YZ-002-0068 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小积木 72 片，

上下左右可分别形成颜色和形状对称的三角形。木架尺寸

28×10×26cm。包装尺寸 ：28×10.5×26.5cm。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的观察能力、色彩辨别与匹配能力，发

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感知力。

活动建议 ：幼儿可将积木按不同颜色或者不同顺序置于木架

上，形成不同的整体视觉图形，将活动与颜色、形状、空间、

顺序联系起来。

产品货号 ：YZ-002-0069 产品货号 ：YZ-002-0068产品货号 ：YZ-002-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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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YZ-002-0041

产品介绍 ：内含 60 个小木块，1 把木锤子，65 棵钉子，1 块

软木板，木质游戏板尺寸 34×22×3cm。

教育价值 ：锻炼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灵巧性、颜色识别、记忆

力、感知力、注意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帮助孩子们理解形状、

颜色和图案，同时享受游戏的乐趣。

活动建议 ：幼儿可将不同形状的积木拼成许多图形，例如 ：三

角形、平行四边形、不规则多边形，并可以将其拼成各种人物、

物品、动物等。

产品货号 ：YZ-002-0043

产 品 介 绍 ：内 含 2 块 软 木 钉 板，1 把 小 锤 子，34 种 动 物

形状的积木，约 60 颗钉子，带透明盖的木盒装。2 块板

25×15cm，硬木盒 27×22cm。包装尺寸 ：27×22×5cm。

产品货号 ：YZ-002-0042

产 品 介 绍 ：内含 174 块不同颜色、形状各异的小木块，厚

8mm，重约 1kg，塑料袋包装。包装尺寸 ：32×25×7cm。

1+3Y+

1+3Y+

1+3Y+ 1+3Y+

手工钉七巧板（补充包）
产品货号 ：JG-001-0198

产品介绍 ：内含 37 块积木，产品由榉木实木制成，尺寸为

46×43×4 cm。

教育价值 ：发展幼儿的手部精细运动能力，培养幼儿的美学

感知。

1+3Y+蝴蝶积木

手工钉七巧板主题系列

手工钉板牧场

产品货号 ：YZ-002-0153

产品介绍 ：内含 2 块软木钉板，钉板尺寸 25×15 cm，1 把

小锤子，43 片不同形状的木质积木，60 颗钉子，带透明盖

的木盒，硬木盒 27×22cm。包装尺寸 ：27×22×5cm。

手工钉板

产品货号 ：JG-001-0014

产品介绍 ：内含 37 粒透明亚克力积木，32 

粒闪闪发光的宝石积木，以及全木质积木 54

粒，总计 123 粒积木，以及 5 块亚克力搭建

板。木质收纳盒，尺寸为 22×30×9 cm。

教育价值 ：幼儿可拼搭童话般的城堡，使幼

儿能够创造性地、自由地去探索，发展幼儿

的动手能力、空间建构能力及想象力。

产品货号 ：YZ-002-0135

产 品 介 绍 ：内含一个底板，6 根木桩，上面

各 有 6 颗 直 径 为 5cm 的 珠 子。 包 装 尺 寸 ：

50.5×49×12.5cm。

教育价值 ：锻炼孩子的手部肌肉和色彩识别能

力，及手眼协调能力。

活动建议 ：孩子可以在老师的指令下依次将圆

球插上木棍，指令可以为不同颜色不同数量的

珠子。

1-6 特殊教育1Y+彩色串珠

1+3Y+宝石积木

NEW

1+3Y+宝石积木（袋装）

产品货号 ：JG-001-0217

产品介绍 ：内含 1 个圆形镜座（直径 19cm），2 个亚克力材质的搭建板（10×10cm），26 个

透明亚克力积木，16 个镶嵌宝石的木质积木，以及 22 个全木质积木，共计 64 粒积木。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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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彩虹游戏拱门 - 软垫（RB-001-0001-01）

彩虹游戏拱门 - 拱门架（RB-001-0001-02）

产品介绍 ：内含 5 个不同颜色的拱形嵌套及 4 个彩虹垫，拱门高度 ：

13.5 / 22 / 30 / 39 / 47cm 宽度 ：31cm，厚度 5.2cm

教育价值：培养孩子社交技能，运动能力及平衡技能，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1+ 特殊教育1Y+彩虹游戏拱门

产品货号 ：JS-001-0108

产品介绍 ：内含 5 个彩虹榉木制小屋，最大屋子

13.5×16.5×10.2cm， 最 小 屋 子 6×8×7cm。

包装尺寸 ：18×14.3×11cm。

教育价值 ：引导孩子认知大小及颜色等，发展

孩子的视觉深度感。

活动建议 ：可进行分类游戏，也可与场景游戏

系列搭配使用。

1-6 特殊教育1Y+彩虹小屋

产品货号 ：JS-001-0105

产品介绍 ：内含 84 片榉木制动物植物模型，高 1.8cm 至 11cm。包装

尺寸 ：35×21×9cm。

产品货号 ：JS-001-0104

产品介绍 ：内含共计 101 片榉木制木模型，包括 5 个小

彩虹屋子，84 个动物模型，4 辆小车，2 只小船及 6 朵花。

牧场

农场游戏集

1+18M+

1+18M+

产品货号 ：JG-002-0197

产品介绍 ：此款轨道由 28 个零部件组成，内含不同

形状的轨道和 7 个不同颜色的球，轨道宽度 9cm。

包装尺寸 ：31×26×19cm。

教育价值 ：发展孩子小肌肉能力及手眼协调能力。

1+ 特殊教育2Y+彩球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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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JS-002-0031

产品介绍 ：桦木多层板制，尺寸为 120×30cm，高度可调节至

60cm。包装尺寸 ：156×44×33cm。

教育价值 ：可引导孩子了解力学等物理知识，激发孩子的科学探

索兴趣。

活动建议 ：这款输送带可运输积木、货物，可搭配购物车使用，

模拟超市场景。

1+3Y+大型输送带

产品货号 ：JS-001-0103

产品介绍 ：榉木制，尺寸为 120×80×45cm。

情景游戏车

产品货号 ：BOMQM-001-0007

产品介绍 ：内含 78 个木钉（可搭配树叶水果

等），2 个洒水壶，1 个塑料篮，引导孩子认

知四季，感受播种、采摘、丰收的乐趣，树的

尺寸为 150×105cm，水壶尺寸为 20×25×1 

cm，篮子为 27×36 cm。

产品货号 ：JS-002-0003

产 品 介 绍 ：此款产品可以一物多

用， 既 可 以 当 玩 具 商 店， 也 可 以

当成一个屏风用来隔开房间，还

可 以 当 成 书 架， 灵 活 性 强。 商 店

易于收纳，不使用时即可快速收

好且不占空间。两个柜台分别高

61、71 cm，幼儿可以轻松选到自

己想要购买的商品。无论购物还是

收银，称、收银台和刷卡机都给游

戏增添了无限乐趣。整体面积为

120x120x144cm。配件产品为装饰

效果，需另外购买。

1+3Y+

1+2Y+

商店

四季树

产品货号 ：JS-001-0106

产品介绍 ：景观群岛内含 8 个小岛，其中大号小岛 2 个，尺寸为

32×21cm，中号小岛 3 个，尺寸为 15.5×12cm, 小号小岛 3 个，

直径为 8cm，可与场景游戏桌搭配使用，组成丘陵、江河、海洋

等场景。包装尺寸 ：31×25×11cm。

景观群岛 1+1Y+ 1+1Y+

产品货号 ：JS-001-0107

产品介绍 ：景观板内含 3 块景观板，最大尺寸为 75×39 ×1.2 

cm，与场景游戏桌搭配使用，组成丘陵、江河、海洋等场景。

包装尺寸 ：76×19×4cm。

景观板

34 35



1+ 特殊教育8M+
产品货号 ：YZ-003-0135

产品介绍：产品尺寸：69×69×41cm。1.2cm 厚的榉木板制，产品分为五面，

第一面为耐用的树胶玻璃镜，第二面为旋转魔杖，带铃铛的木轮，三种颜色

的木轮等，第三面为不同大小的木洞及毛绒圆块，第四面为三种不同颜色圆

盘及布袋，顶面为五种不同的材料及 8 个动物模型。

教育价值 ：培养孩子精细运动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及社交能力，发展孩子的

感知力。

冒险金字塔 1

冒险金字塔 2

产品货号 ：YZ-003-0136

产品介绍 ：产品尺寸 ：69×69×41cm。1.2cm 厚的榉木板制，产品

分为五面，第一面为耐用的树胶玻璃镜，第二面为旋转魔杖，带铃铛

的木轮，三种颜色的木轮等，第三面为不同大小的木洞及毛绒圆块，

第四面黄色及蓝色圆块，布袋及 8 个动物模型，顶面为五种不同的材料，

钟琴及鼓槌。

产品货号 ：BOMBY-002-0031

产品介绍 ：剧院由木质柜台、剧院及邮局构

成（其他配件为装饰，需另外购买），帷幕

主色为红色和黑色（30 度水温洗涤）。柜台

及展示架表面光泽细腻，极好地保护幼儿不

受边角伤害，展示架能够将暂时不用的零散

用具很巧妙地收纳起来，且整个剧院也可以

轻松收纳。榉木制，柜台，剧院，邮局的高度，

整体面积 160 cm×120 cm×144cm。

教育价值 ：可进行不同的角色扮演及戏剧表

演游戏，发展孩子的想象力和社交能力。

产品货号 ：BY-002-0032

产品介绍 ：前框宽 80cm，高度可调节，总体高度 208cm，也可供成人

使用，还可轻松将前框移至桌子上，把桌子当作舞台，使用起来非常灵

活。舞台高 90cm，刚刚好适合幼儿。侧板可以完全折叠起来以节省空间，

剧院底座很牢固，安全度高。产品尺寸 ：宽 80cm、总高 208cm、帷幕

长 135cm。

1+1Y+

1+1Y+

剧院

变量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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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货号 ：BOMJJ-004-0077

产 品 介 绍 ：主 体 186×66×130cm， 滑 梯

90×58×68cm，台阶 90×58×68cm。

隧道小滑梯

产品介绍 ：桦木多层板材质制成，可自由组合多款不同墙面。产品只含墙面，配件需另外购买。

教育价值 ：提高幼儿的精细运动能力、大运动能力，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1+1Y+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1
产品货号 ：QM-001-0150     
尺寸 ：103×8×63cm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2
产品货号 ：QM-001-0151     
尺寸 ：103×8×51cm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3
产品货号 ：QM-001-0152     
尺寸 ：128×8×63cm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4
产品货号 ：QM-001-0153     
尺寸 ：103×8×51cm

墙面轨道火车套装 -5
产品货号 ：QM-001-0154     
尺寸 ：103×8×63cm

1+1Y+
产品货号 ：QM-001-0004

产品介绍 ：此款墙面轨道可以拼接，使用灵活，也可搭配蜗牛家族

和球类套装使用，随着球道的起伏，球的滚动速度可慢可快，桦木

多层板制，单个尺寸 132cm。

墙体球道

产品货号 ：QM-001-0004-01

产品介绍 ：内含三只可爱的蜗牛，一只大蜗牛，两只小

蜗牛，枫木制，配合墙体球道使用。15×5.5×8.8cm（大），

10×4.2×5.5cm（小）。

蜗牛家族

1+1Y+
产品货号 ：BOMJJ-004-0075

产 品 介 绍 ：主 体 228×66×130cm， 滑 梯

90×58×68cm，台阶 90×58×68cm。

对于孩子来说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世界，可以玩耍和探索，小滑梯可以让孩

子愉快地玩耍，爬上台阶、滑下小滑梯、跳上不同的台阶，秘密的隧道、洞穴、

色彩斑斓的装饰品，可以有效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孩子勇于探索的精神。

小滑梯系列 海洋世界小滑梯

NEW NEW NEW

NEW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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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yma in 幼儿园

市场及服务



Dusyma in 早教机构

Dusyma in 展会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幼教装备事业部

品牌合作

电 话 ：027-87292380

培训服务

电 话 ：027-65021259

方案设计

电 话 ：173-5431-4006

幼教营销服务中心

商务合作

武汉总部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动力中心一楼

电 话 ：177-4053-5403

北京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地盛南街1号青春梦影视产业园 2020室

传 真 ：010-85986595

电 话 ：010-85986595

济南子公司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银座和谐广场2号楼3202室

传 真 ：0531-88713366

电 话 ：0531-88758566

成都子公司：

地 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马道街16号北斗星花园B座16楼

传 真 ：028-86757527  

电 话 ：028-86757527

安徽子公司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安徽大市场货运区B08

传 真 ：0551-64290082 

电 话 ：0551-64291182

市场服务

电 话：027-87750113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机：027-87296665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动力中心      

海豚传媒官方网址：http://www.dolphinmedia.cn

海豚传媒
官方微信

海豚教育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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