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空间认证辅料明细

类别 材料名称 品牌 产地 规格型号 备注

水工材料

PPR给水管及配件

伟星 浙江
D20*2.8
D25*3.5

D32*4.4

品质工长专用

日丰 广东 ø20、 ø25、 ø32

联塑 广东 ø20、 ø25、 ø32

金德 大连 ø20、 ø25、 ø32
PVC排水管及配件 联塑 广东 ø40、ø50、 ø75、ø110
水表 京源 北京 横式、立式，ø20、 ø25、 ø32

球阀

伟星 上海 ø20、 ø25、 ø32 品质工长专用
巨泉 浙江 ø20、 ø25、 ø32
巨安 浙江 ø20、 ø25、 ø32
联塑 广东 ø20、 ø25、 ø32
金德 大连 ø20、 ø25、 ø32

截止阀

联塑 广东 ø20、 ø25、 ø32
金德 大连 ø20、 ø25、 ø32
日泰 浙江 ø20、 ø25、 ø32
日丰 广东 ø20、 ø25、 ø32

电工材料

电线

慧远 北京 阻燃型2.5mm
2
、4.0mm

2
、6.0mm

2 品质工长专用

北京昆仑 河北 阻燃，单股，1.5mm
2
、2.5mm

2
、4.0mm

2
、6.0mm

2

天津小猫 河北 阻燃，单股，1.5mm
2
、2.5mm

2
、4.0mm

2
、6.0mm

2

昆仑兴业 河北 阻燃，单股，1.5mm
2
、2.5mm

2
、4.0mm

2
、6.0mm

2

朝阳昆仑 北京 阻燃，单股，1.5mm
2
、2.5mm

2
、4.0mm

2
、6.0mm

2

电话线 秋叶原 广东 扁平4C、扁平2C、圆型4C
电视线 秋叶原 广东 带屏蔽

网线
安普奥特 河北 超5类
秋叶原 广东 超5类、6类 品质工长专用

导线连接器 WAGO 德国 773-102、773-104、773-106 品质工长专用

PVC电线管及管件
华翌 北京 φ16、φ20 品质工长专用
欧康 北京 多腔线管φ18 品质工长专用
联塑 广东 D16、D20、D25

PVC接线盒
华翌 北京 86型 品质工长专用
欧康 北京 86型 品质工长专用
联塑 广东 86型

配电箱
太湖 江苏 PZ30-4#、6#、8#、10#、12#、15#
正泰 浙江 PZ30-4#、6#、8#、10#、12#、15#、18#、20#

空气开关 正泰 浙江 双极，DZ47 2P-10A、16A、20A、25A、32A、40A、60A
漏电保护器 正泰 浙江 双极，DZ47 2P-10A、16A、20A、25A、32A、40A、60A
多层板 飞鹰 河北 5mm、12mm 品质工长专用
国产欧松板 宝源 河北 15mm 品质工长专用

欧松板
OSB 德国

爱格欧松板2440*1220*15mm
爱格欧松板2440*1220*18mm

品质工长专用

澳松板 鑫耀 河北 厚3mm、5mm、9mm、12mm 品质工长专用
生态免漆大芯板 松弛 河北 暖白、白枫 品质工长专用
硅酸钙板 河北 河北 厚0.8cm、1.0cm 品质工长专用
纤维板 河北 河北 0.6mm 品质工长专用

大芯板
金秋 河北 优等品 品质工长专用
鹏鸿 大连 E1、E0 品质工长专用

普通纸面石膏板

可耐福 中国
吊顶用普通型3000*1200*9.5
隔墙用普通型3000*1200*12

品质工长专用

壹龙牌 河北 厚9.5mm、12mm
泰山 山东 厚9.5mm、12mm
龙牌 山东 厚9.5mm、12mm

防水石膏板
可耐福 天津 厚9.5mm 品质工长专用
龙牌 山东 厚9.5mm

轻钢龙骨及配件
可耐福 中国

主龙骨38*12*1.0mm
副龙骨50*19*0.5mm

边龙骨28*27*0.5mm

品质工长专用

银鹏 河北 天地50、75、100，竖向50、75、100
龙牌 山东 38主骨、50主骨、50副骨、天地75、竖向75

挤塑板 高圣佳 河北 厚2cm、3cm、5cm 品质工长专用
阻燃挤塑板 高圣佳 河北 厚5cm B1、8cm B1 品质工长专用
橡塑板 高圣佳 河北 厚1.0cm、1.5cm、2.5cm 品质工长专用
优质中性玻璃胶(硬支) 好适 山东 瓷白、透明、银灰、黑色



优质酸性玻璃胶(硬支) 好适 山东 瓷白、透明、银灰、黑色
高级硅酮结构胶(软支) 好适 山东 瓷白、透明、银灰、黑色
高级硅酮耐候胶(软支) 好适 山东 瓷白、透明、银灰、黑色
万能胶 哥俩好 辽宁 0.5L、1.8L、7L
普通白乳胶 美巢 北京 3.5KG、17KG 品质工长专用
白乳胶 智恒 北京 白乳胶125型 品质工长专用
占木宝 美巢 北京 占木宝ZMB125 品质工长专用

瓦工材料

防水材料

东方雨虹 北京 吉仕涂101柔韧型18KG 品质工长专用
德高 中国 K11柔韧性20KG/桶 品质工长专用
唐姆 北京 防水灰浆971
百得 广东 防水灰浆18KG
美巢 北京 防水固FSG300 18KG

瓷砖粘接剂

德高 中国
玻化砖专用20KG/袋
超强力TTB-I

超强力TTB-II

品质工长专用

东方雨虹
北京

C100瓷砖胶强力型20KG

C200瓷砖胶超强力（玻化砖）20KG
品质工长专用

智恒 北京 邦手胶
唐姆 北京 907、905、910、920
美巢 北京 占瓷宝ZCB4000、占瓷宝ZCB6000

成品砂浆 直贴砂浆 北京

墙砖专用料20KG/袋

地砖上墙专用料20KG/袋
地面找平专用料50KG/袋

砌筑抹灰专用料50KG/袋

品质工长专用

水泥
金隅 河北 32.5# 品质工长专用
钻牌 河北 32.5#、42.5# 品质工长专用

水泥自流平 千盾 河北 20KG/袋

勾缝剂
希凯 河北  4KG装(白色、黑色、黄色)、5KG装(白色)
美巢 北京 一勾德4KG（白色）

瓷砖阳角线
华美 重庆 不锈钢2.4m(金色)
华美 重庆 塑料2.4m（白色、米黄)
华美 重庆 铝合金2.4m（白色、米黄）

油工材料

墙锢

美巢 北京 墙锢QG500 品质工长专用
智恒 北京 高质健康型 品质工长专用
壁贝 河北 环保墙锢BJ-800QG    18KG/桶 品质工长专用

东方雨虹 北京 墙倍丽

地锢
壁贝 河北 环保地锢BJ-800DG    18KG/桶 品质工长专用
智恒 北京 高质健康型 品质工长专用

嵌缝石膏

山鹅 北京 20KG/袋
易雪 北京 20KG/袋
智恒 北京 ZH03-17 品质工长专用
壁贝 河北 20KG/袋 品质工长专用
美巢 北京 嵌缝石膏QN600QF 品质工长专用

底层石膏

智恒 北京 ZH-03-16 品质工长专用
壁贝 河北 20KG/袋 品质工长专用
美巢 北京 高强粉刷石膏QN600GQ 品质工长专用
山鹅 北京 40KG/袋
易雪 北京 20KG/袋

耐水腻子

美巢 北京 易呱平YGP800JJ 品质工长专用
壁贝 河北 20KG/袋 品质工长专用
智恒 北京 智恒衬ZH01-6 品质工长专用
山鹅 北京 998
易雪 北京 20KG/袋

高强石膏

智恒 北京 ZH03-18 品质工长专用
壁贝 河北 20KG/袋 品质工长专用
山鹅 北京 20KG/袋
易雪 北京 20KG/袋

快粘粉
山鹅 北京 4KG/袋

泰丽雅 北京 4KG/袋
穗华 北京 4KG/袋

石膏线 泰丽雅 北京 8cm/9cm/10cm 品质工长专用
原子灰 长颈鹿 北京 4KG/桶
防火涂料 东安 河北 20KG/桶
专用暖气漆 晨阳 河北 水性（哑光白）
牛皮纸 拉法基 桐城 宽度5cm

油工阳角线 华美 桐城 长2.4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