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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自己即主义，我在都市里，

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空间。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设

计，却像极昂贵奢侈的金世豪宅，带给我无限自由的

灵魂空间，给我无限遐想的专属领地。

Every detail shall be made perfectly, You can be 
yourselfism and find the space you want in the 

city. It is not the stereotyped formulated design, 
but is similar to a very expensive and luxurious 

mansion, bringing the soul space of infinite 
freedom and giving exclusive domain of infinite 

fascination.

B E  
M A D E  

P E R F E C T L Y



欧派卫浴，隶属中国整体家居龙头企业——欧派家居集团。

凭借多年来对家居发展方向的精准把握，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关注与探索，自 90 年代末进入卫浴产品

的研发和生产以来，欧派屡建奇功，迄今已有近千家卫浴专营商场服务全国，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同一个欧派，同一个标准。秉承欧派集团“追求完美”的企业精神，欧派卫浴着力打造浴室家具、淋浴房、

卫生陶瓷、五金配件 ( 龙头、花洒、挂件 ) 、休闲卫浴等五大品类产品。源于欧派集团的雄厚技术实力与高

效服务，成就了欧派卫浴产品黄金般的质价比，为其赢得“浴室柜定制专家”的美誉。欧派卫浴，矢志打造

当代整体卫浴行业标杆品牌，为全球亿万家庭创造温馨舒适的家居生活。

OPPEIN bathroom, belonging to China's overall household leading enterprises - guangdong household group.

With years of househol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precision, and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onsumer demand 

and exploration, since the late 90 s into the wei yu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have Europe repeated 

evidence, have already nearly thousand sanitary ware monopolizes the market service across the country,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 same Europe clique, the same standard. Adhering to the European group "pursuit of perfection" spirit of 

enterprise, OPPEIN bathroom on bathroom furniture, shower room, sanitary ware, hardware accessories, faucets, 

showers, accessories), leisure sanitary ware and so on five categories of products. From European group of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and efficient service, achievement the OPPEIN bathroom products golden quality than 

price, for it has earned its reputation as the "bathroom ark custom expert". OPPEIN bathroom, committed to build 

the contemporary overall benchmarking brand sanitary ware industry, for the worl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milies 

to create a comfortable home life.

C O M P A N Y
欧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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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派重点规划的南方生产基地，2 万平方大面积的现代化厂房，全自动一

体化生产车间，都为高质量高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硬件基础。淋浴房项目都是

大行业，小企业，目前国内号称品牌众多，但真正有实力如欧派集团的绝无仅

有，欧派集团目前年营业额已到达 80 多亿元，淋浴房项目预计总投资 10 亿元，

并前期已投资 2 亿元，配套有智能自动化设备生产的淋浴房工厂，国家级配

件检验实验室等。

C O M
P A N Y
欧派淋浴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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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N O R

红棉奖

对生活未知的 X 的认知理解，

是 OP92 Xerxes 的灵感来源。

引发我们思考的，

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感知，

更多的是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心怀苍穹，脚踏实地。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known X of life,

It is the inspiration of OP92 Xerxes.

What inspires us to think about,

Is not just about perception of real life,

But more about the expectation of future life.

Broad minded, down-to-earth.

OP92 XERXES 泽克斯系列荣获 “2019产品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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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1 丰兴广场 广州市 

2 百合花园 广州市 

3 金穗雅园二期 广州市 

4 保利花园 广州市 

5 东山紫园 广州市 

6 黄埔花园 广州市 

7 永福大厦 广州市 

8 保利香宾 广州市 

9 保利海棠花园 广州市 

10 逸彩庭园 广州市 

11 云珠花园 广州市 

12 珠江广场四期 广州市 

13 历德雅舍 广州市 

14 俊逸阁 广州市 

15 万科云山 广州市 

16 四季花城 广州市 

17 万科荔苑 广州市 

18 万科城 广州市 

19 万科康苑 广州市 

20 金色家园 佛山市 

21 滨海花园 广州市 

22 可逸豪庭 广州市 

23 东河湾 广州市 

24 珠海公园道 珠海市 

25 中海广场 珠海市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26 江南新苑 广州市 

27 猎德安置工程 广州市 

28 狮城国际 广州市 

29 祈福新邨 广州市 

30 时代玫瑰园 广州市 

31 时代糖果 广州市 

32 北京富力城 北京市 

33 万科四季花城  武汉市  

34  优族联盟  无锡市  

35  象湖源小区  南昌市  

36  家友广场公寓  银川市  

37  齐鲁骏园  济南市  

38 交警队宿舍楼  山东潍坊  

39  半山丽园  南宁市  

40  Hc 新城  长沙市  

41  无锡万达广场  无锡市  

42 北京烟草  北京市  

43  鄂尔多斯  东胜铁西 

45  太原亲贤宾馆  太原市 

46 山东华创酒店  日照市  

47  东海行政中心  东海市  

48 苏州天地源  苏州市  

49  常州新城金郡  常州市  

50  宁波时代中心  宁波市  

51  世财西湖  绥化市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52 京峰大道尚庭  北京市  

53  兴创 D 标  北京市 

54  华为宿舍楼  深圳市  

55 北海瀚海大厦  北海市 

56 涞水天鹅湖  涞水市  

57  深圳槟榔园  深圳市  

58  金沙湾  深圳市 

59 亿城度假酒店  三亚市  

60 金沙美地  珠海市 

61 优山美地  北京市  

62 南通润华国际  南通市  

63 集中天国际城  江门市  

64 上海中航  上海市  

65 青岛远洋风景  青岛市  

66 上海万豪酒店 上海市 

67 南充天来大酒店、 成都 

68 喜来登 三亚 

P R O
J E C T
近三年整体卫浴工程项目

多种非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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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房项目都是大行业，小企业，目前国内号称品牌众多，但真正有实力如欧派集团

的绝无仅有，欧派集团目前年营业额已经到达 80 多亿元，工厂占地面积 800 余亩，

淋浴房项目预计总投资 10 亿元，并前期已投资 2 亿元，配套有智能自动化设备生产

的淋浴房工厂，国家级配件检验实验室，预计淋浴房年产能力 50 万套。

欧派集团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了国家级五金检测实验室，表面色差检测、表面光度

检测、酸性盐雾测试、撞击测试、老化测方式、滑轮或合页的推拉寿命测试、玻璃碎

片测试、运输包装测方式等数项测方式、确保每一款淋浴房产品的五金配件，都按照

国家淋浴房标准严格执行检测。这就是我们欧派品牌的核心魅力，品质承诺，必须兑现。

专业，专注，公司核心领导层必须具备工匠精神。欧派如何实现以上要求：按时兑现

供应商的财务承诺，绝不拖欠供应商一分货款，公司财务人员考核供应商应支付账款，

如不及时，按相关制度处罚措施执行。

5、高素质的供应链管理团队，是实现高品质产品的基本保障。目前与国内的 211 大

学深度合作，在欧派集团中，博士，硕士，研究生管理人才比比皆是。将人才的输入

和输出实现无缝对接，目前实施的 HP 人才战略计划，是集团从百亿计划到千亿计划

的核心布局。欧派承诺：为尽社会责任，欧派不避税。供应商也必须有此承诺，并予

以兑现。

第二个核心组成部分就是钢化玻璃，欧派率先在淋浴房行业内掀起钢化玻璃自己钢化

的浪潮，创建欧派独有的淋浴房玻璃钢化生产线，采购进口的自动钢化设备，目前达

到玻璃钢化年产 100 万平方的生产能力。自动化的设备，智能化的操作平台，确保玻

璃钢化规范，有序，快速，省力。为欧派无人工厂，打下坚实的一步。

玻璃原片选用信义玻璃原片，打破传统淋浴房行业的产品拼凑组装模式，选用优质特

种浮法玻璃原片，高于目前行业普遍选用汽车级玻璃原片的做法。特种玻璃的优势在

于在汽车玻璃追求透明度和易加工度的基础上，增强了抗冲击能力。只有挑战可能，

才能完成不可能，这就是欧派品牌影响力。

淋浴房国内装修需求日趋增加，但目前却没有规模上 10 亿的企业，其根本原因就是

淋浴房本身非标定制多，批量生产难度大，牵涉配件数量繁复，欧派集团经过 20 余

载的发展，从制造，管理，流程，品控，研发等破解了实现大规模非标定制的世界级

难题。首创淋浴房行业并线生产的独有方式，打破原有的串联行淋浴房企业制造流程，

不但时间上大大缩短，流程品质监控也更加简单，实用。

运用新工具，实现产品制造质量永可追溯。利用飞机生产基站式管理方式，引用到欧

派看板式管理，最后升级成目前的工序监控和复查信息化，如二维码管理，淋浴房的

每个配件，每个材料的加工动作，工序，都在动作完成时，自动扫码并输入电脑系统，

后台可直接查看每一个配件当下的运行状态和运行环节，生产流程管理足不出户。

行业共识，要想和欧派合作，成为欧派供应商，必须具备如下资者：

1、在行业内知名度和专业度、影响力必须排名前三。首选第一，次选第二，备选第三；

2、每年必须推出产品供应的质量升级计划和成本下降计划，并落实到供应产品中，

以公司质量控制体系出具的分析报告为依据，参照目前行业的最高水准；

3、完善的供应链考核制度，从公司内部到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遵守，任何人不能逾越

制度以外办事，没有特权，只有标准，目前欧派自主创立的制度已经达到 20 余万字，

从战略到细节，从战术到方向，都有严格的指引。

4、供应商必须拥有完善的公司架构及强大的生产规模，各项税务证件手续齐全，10

年公司未上政府及行业黑名单，内部管理井然有序，公司目标清楚，经营方向一致，

不是所有的淋浴房工程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追求工程经销商和采购方利益最大化，用

户的根本需求是什么：就是付出更低的价格，采购更高品质的产品，享受更高品质的

服务。欧派承诺：我们追求合理的经营利润，阳光下的利益，不无故加价和降低品质

来达到降价的目的。

只要你有淋浴房工程需求，请你提出您的需求和预算，把需求交给我，我来规划产品，

提供服务。我可以做到零利润，但绝不偷工减料，降低服务质量。我们希望长久的渠

道合作 , 共赢为目标。这就是欧派淋浴房工程渠道的魅力，更低价格，实现价值。  

专用实验室：
确保品质过关
兑现客户承诺

自动化进口：
钢化玻璃设备
浮法玻璃原片

产品生产可追踪
将复杂的淋浴房
非标定制实现
大规模批量生产

严格的供应链
考核机制；
保障产品品质
供应的纯洁度
和可靠度

突破价格底线
实现价值转变

严格的供应链
考核机制；
保障产品品质
供应的纯洁度
和可靠度

ADVANTAGE
欧派精神，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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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相关质量保障

产品现由中国平安承保

已钢化玻璃全部贴标

产品的 3C认证编号

产品的相关质量保障

产品现由中国平安承保

已钢化玻璃全部贴标

产品的 3C认证编号

01：产品3C认证

表面色差检测

表面光度检测

酸性盐雾测试

撞击测试 / 老化测方式

滑轮合页的推拉寿命测试

玻璃碎片测试、

运输包装测方式

03国家级五金检测实验室

02：已通过
QB 2584-2007标准检测

02：欧派淋浴房CE证书

盐雾试验机

恒温恒湿箱

维氏硬度机

蒸馏机

白度仪

ADVANTAGE
欧派精神，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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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自动化生产系统

Instead of saying customizing a kind of product, 

It is more like customizing a kind of life.

If you want a real satisfactory shower process,

The customization is not just the size problem. 

It is more a functional design and space scie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eady study on the product system, 

And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n the users’ habits,

HUIDA, always provides you with more perfect shower solutions.

如其说定制一款产品，不如说定制一种生活。

要想淋浴过程真正顺心，那么定制岂止尺寸问题，

它更是一个功能设计与空间科学问题。

结合对产品系统的扎实研究，

与对用户使用习惯的深刻理解。

欧派，始终为你提供更完备的淋浴解决方案。

Walking in the fashion product design team, to provide you with more 

fashionable and complete shower solutions.

In the production of products with world-class late glass and hardware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and assembly, quality inspection line, the 

whole process of quality assembly and multiple quality inspection, to 

ensure that every product quality are perfect.

走在时尚前沿的产品设计团队，为您提供更时尚与完备的淋浴解决方案。

在生产产品上拥有世界级的玻璃与五金件自动化生产线与后期组装、质检线，

全过程优质装配与多重质检，确保每个出品的质量都达完美。

H E A
L T H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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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EXPLOSION-PROOF, 

MORE SECURE

安全防爆，更安全

Strengthen + EPM toughened glass,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tempered in us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the 

bathroom environment don't fall off, don't burst, double 

explosion protection for you.

加强钢化玻璃 +EPM 耐高温钢化，在高温浴室环境下使用不脱落， 

不爆裂，给你双重防爆保护。

汽车级钢化玻璃与普通玻璃对比

50×50mm 玻璃面积碎裂颗粒达 60 粒，不对人体造成伤害

钢化玻璃碎裂国家标准为 50×50mm 面积颗粒不少于 40 粒，颗

粒越多对人体伤害越小。但颗粒越多钢化玻璃应力越大，越容易

自爆，因此 60 粒左右的钢化玻璃是最安全的。

ANTIBACTERIAL AND EASY-

CLEAN SURFACE

抗菌易洁表面

OPPEIN uses unqiu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n the 

shower room glass surface, making it smoother and easier 

to clean. No contamination, prevent bacterial adhesion, 

protect your health and safety.

采用独创加工工艺对淋浴房玻璃表面进行处理，玻璃表面更光滑

更容易清洁，不沾污，防止细菌附着，保障人体健康安全。

普通玻璃挂水图易洁玻璃挂水图

欧派采用独创加工工艺对淋浴房玻璃表面进

行处理，玻璃表面更光滑更容易清洁。

玻璃表面不够光滑难清洁，易沾污，细菌附着，

影响身体健康。

安全防爆 安全防爆

DESIGN HONOR
还原本初，用心选材

015 OPPEIN SHOWER ROOM OPPEIN SANITARY WARE 016



THE STANDARD 

ALUMINUM

国际标准铝材
国际铝材 环保石基

It has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of EN71 non-toxic PVC 
materials, high-performance resin and  natural mineral powder 
added with natural pigments through extrusion forming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the surface is glossy, 
the color and luster is full, while the toughness i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marble by far, not easy to break. 

已通过 EN71 无毒认证的 PVC 材料、高性能树脂和天然矿石粉再加

入天然颜料经过高压高温挤压成形，表面光亮 , 色泽饱满，韧性远大

于传统大理石，不易断裂。

304 # stainless steel hinge, spare parts all adopt top 304 # 
stainless steel with high hardness, good toughness, good 
bearing capacity,and hard deformation, and anti- corrosion 
capacity. 59 # high-quality copper hinge with high strength, 
high hardness, good bearing capacity, and anti-deformation 
capacity passes 24-hour salt spray test,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is great. 

304# 不锈钢铰链、零配件均选用顶级 304# 不锈钢，硬度高、韧性好、

承重力佳、不易变形、极耐腐蚀。

59# 优质铜镀铬铰链，强度高、硬度大，承重力佳、不易变形，通过

24h 盐雾测试，具超强耐腐蚀性。

HIGH QUALITY 

METAL

优质五金
优质五金 优质滑轮

The driving system composed of high-strength stainless steel 
bearing and  high-quality imported steel ball is wrapped by 
modified POM and imported TPEE with the function of self-
lubricating. The pulley seat is sealed to prevent the entry of 
water vapor; the pulley running is smooth without jump and lag. 

高强度不锈钢轴承和优质进口钢珠组成的动力系统，外包改性赛刚和

进口海翠材料，具自润滑功能。轮座密封，可防止水汽进入，滑轮持

久顺畅运行，杜绝跳动卡滞现象。

STAINLESS STEEL 

RAW MATERIAL

不锈钢原材
优质胶条

Strip are treated with special formula, added with specially 
developed mildew antibacterial material, resistant to ultraviolet 
ray, yellowing resistant, cold and heat resistant (to adapt to the 
temperature from minus 30 ° to 80 ° ). The strips have no 
impurities, no variant, and zero defection, and the service life 
can reach more than 10 years. 

胶条均经过特殊配方处理，加入专门研制的防霉抗菌物质，具有抗紫

外线，抗黄变、耐寒受热 ( 适应温度为 -30° ~ 80° ) 等特点。真正

无杂质、无变型、无缺陷的胶条制品，使用寿命可达 10 年以上。

HIGH QUALITY

GROUND MASS

环保石基

HIGH STRENGTH 

PULLEY

高强度滑轮

ZERO DEFECT 

STRIP

无缺陷胶条

QUALITY MATERIAL
还原本初，用心选材

精钢原材

Body shower room USE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STM standard production industry in the top 304 # 
stainless steel profiles, good bearing capacity, deformation, 
corrosion resistance is strong, perfect show fine grinding of 8k 
mirror effect, and sustained if brightness is new.

淋浴房房体采用严格按照美国 ASTM 标准生产业内顶级 304# 不锈

钢型材，上导轨内套铝材加固设计，承重力极佳，不易变形，耐腐蚀

力强，完美展现精磨的 8K 镜面效果，持久光亮如新。

Aluminum shower room US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6463 
- T5 air quality material, its strength, elongation, hardness and 
so on many important indicators are better than the European 
standards of the state, even custom-made non-standard large 
size is not easy to deformation, effective guarantee product 
using performance and life.

淋浴房铝材采用国际标准 6463-T5 优质型材，其强度、延伸率、硬

度等多项重要指标都优于国家欧洲标准，即使非标大尺寸的定做也不

易变形，有效的保证了产品使用性能及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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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μm five -layer electroplating chromium and nickel plating, 
high adhesion of galvanized coating can ensure the hinge’s  
moisture resistant performance, durability and brightness. 

8μm 五层电镀铬再镀镍处理，高附着力的电镀层确保铰链超强防潮

耐刮性能，持久光亮如新。

water drain under the dodge gate combined with innovation 
concept creates anti-yellowing and anti-aging  waterproof 
system; the perfection of details fully brings out the excellence.

活动门下导水渠，结合创新导流理念，打造抗黄变抗老化的完全防水

系统，细节处的极致尽显整体的精良。
Electroplating 

technology

电镀工艺技术

Waterproof 

technology

防水技术

Wall clip can be adjusted back and fore, left and right,to correct 
the error of wall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best use of shower 
room.

墙夹可前后左右调节，轻松修正墙面施工误差，实现淋浴房的最佳使

用状态。

Guide block built-in soft glue small pulleys, regulating function, 
let the glass when push-pull is ringing. 

导向块内置软胶小滑轮，带调节功能，让玻璃推拉时无异响。Metope correction 

technology

墙面修正技术

Mute guidance 

technology

静音导向技术

The surface polished is added with special antioxidant 
materials, to present smooth 8 k mirror effect, and can endure 
24 -hour plating salt-spray test. 

表面抛光加入特种抗氧化材料，呈现 8K 光洁镜面效果，可耐受 24

小时电镀盐雾测试。

It adopts the design of hydraulic damping cushion hinge 
structure wi th f lex ib le rebound ef fect ,  the door can 
automatically shut within 80° slowly to be extremely mute. 

自由角度铰链，适于各种不同角度的产品安装需求，满足非常规角度

定制产品。
spring-back 

technology

非标角度定制

Polishing 

technology

抛光工艺

电镀工艺 防水技术

墙面修正 静音导向

抛光工艺 非标角度

DESIGN HONOR
精工科技，用心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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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淋浴房·工程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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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L01 series

OPWL01

OPWL01系列

OPWL01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钻石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D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OPWL01-D31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哑黑)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20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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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L02 series

OPWL02

OPWL02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钻石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D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T 形·三固两活平开门

T Three-fixed two-movable 

side-hung door

OPWL02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L02-D31

OPWL02-T5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哑黑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
8mm(10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20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标准配置
哑黑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
8mm(10mm)
S304不锈钢
W900XL1800XH2000mm
(W=800-1200,L=1800-3600,H≤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T型房 / T-shape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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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L12 series

OPWL12

OPWL12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L12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L12-L2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哑黑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553-HS
8mm
S304不锈钢
W1400XH20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8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两活推拉门

L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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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L16 series

OPWL16

OPWL16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L16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L16-L2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553-HS
8mm
S304不锈钢
W1400XH20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8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两活推拉门

L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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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L17 series

OPWL17

OPWL17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L17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L17-L2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
8mm
S304不锈钢
W1400XH20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一固一活推拉门

L One-fixed one-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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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H83 series

OPWH83

OPWH83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H83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H83-F4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1
6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2000mm
(W=800-1300,L=800-13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扇形房/ The fan room 

扇形·两固两活推拉门

F Two-fixed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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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H84 series

OPWH84

OPWH84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H84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H84-L2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7
8mm
S304不锈钢
W1500XH20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8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两活推拉门

L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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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WH88 series

OPWH88

OPWH88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WH88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WH88-L2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20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钻石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D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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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LS51 series

OPLS51

OPLS51系列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OPLS51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LS51-L3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贴膜
L530-JG
8mm
6463铝材
W1400XH2000mm
(W=1000-1600,H<=2000)mm

石基截面50X80mm

直线形屏风/ The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一固两活推拉门

L One-fixed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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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GC series

O P G C 0 1 - D 3 1 - Q J
O P G C 0 1 - D 3 1 - Q C
O P G C 0 1 - S 3 1 - Q J
O P G C 0 1 - S 3 1 - Q C

OPGC01

OPGC01转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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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GC01转轴系列 OPGC01转轴系列外贸工程款 淋浴房工程款

优质用料  结实安全 拉杆、转轴为 S304 不锈钢材料，耐腐蚀 , 高强度承受力 ,

确保玻璃门安全稳固运行 , 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创新导水  干湿分离 配置小巧的回水槽，开门时将玻璃上积水引回淋浴区域。

下挡水胶条与回水槽结合门下挡水金属条的创新设计，

全方位干湿分离。

S304拉手  流畅线条

S304拉手  结实耐用

S304 不锈钢拉手，精心挑选的用材，流畅的线条，

优雅舒缓的弧度，圆管拉手，简洁实用，内敛稳重 ,

把握间舒适自然。

S304 不锈钢拉手，精心挑选的用材，

设计简约大方，把握间舒适自然。

简洁实用，内敛稳重，结实耐用，不张扬自有情致。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方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S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钻石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D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方形房 / Square room

OPGC01-S31-QJ（原型号：GC01-S001 墙夹款）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3-JG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1200XH1900mm
(W=800-1200,L=1000-14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方形房 / Square room

OPGC01-S31-QC（原型号：GC01-S005 墙材款）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1200XH1900mm
(W=800-1200,L=1000-14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OPGC01-D31-QJ（原型号：GC01-D002 墙夹款）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1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19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OPGC01-D31-QC（原型号：GC01-D017 墙材款）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19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045 OPPEIN SHOWER ROOM OPPEIN SANITARY WARE 046



Oppein shower room  

OPGC series

O P G C 1 1 - L 2 1 - F L
O P G C 1 1 - L 2 1 - Y L
O P G C 1 1 - L 3 1 - F L
O P G C 1 1 - L 3 1 - Y L
O P G C 1 1 - L 3 1 - W L
O P G C 1 1 - S 3 1 - F L
O P G C 1 1 - D 3 1 - F L
O P G C 1 1 - D 3 1 - B L
O P G C 1 1 - Y 7 2 ( D 4 1 + L 3 1 )

OPGC-11

OPGC11铰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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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用料  结实安全 拉杆、墙夹为 S304 不锈钢材料，耐磨耐腐蚀，高强度承受力 ,

确保玻璃门安全稳固运行 , 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S304铰链  结实耐用

S304拉手  结实耐用

精选优质 S304 不锈钢材质，表面经多道精工处理，

耐磨耐腐蚀，呈现出光洁镜面效果，平滑如镜，启闭轻巧自如。

S304 不锈钢拉手，精心挑选的用材，

设计简约大方，把握间舒适自然。

完美的追求给了创造动力，工艺的跨跃铸造了产品的提升。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方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S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钻石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D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直线形·两固一活平开门

L Two-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直线形·一固一活平开门

L One-fixed one-movable 

side-hung door 

优质用料  结实安全 拉杆、墙夹为 S304 不锈钢材料，耐磨耐腐蚀，高强度承受力 ,

确保玻璃门安全稳固运行 , 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OPGC11铰链系列 OPGC11铰链系列外贸工程款 淋浴房工程款

OPGC11-L21-FL（原型号：GC02-L030）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OPGC11-L21-YL（原型号：GC02-L031）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OPGC11-L31-FL（原型号：GC02-L029）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H1900mm
(W=1200-18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OPGC11-L31-YL（原型号：GC02-L017）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H1900mm
(W=1200-18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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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GC11-L31-WL（原型号：GC02-L018）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H2400mm
(W=1200-3000,H=2200-25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OPGC11铰链系列 OPGC11铰链系列外贸工程款 淋浴房工程款

OPGC11-D31-FL（原型号：GC02-D016）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19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OPGC11-D31-BL（原型号：GC02-D01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900XL900XH1900mm
(W=800-1500,L=800-15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方形房 / Square room

OPGC11-S31-FL（原型号：GC02-S006）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900XL1200XH1900mm
(W=800-1200,L=1000-1600,H=1800-22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OPGC11-Y72（D41+L31）（原型号：GC02-D018）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镜光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8mm(10mm)
S304不锈钢
W1400XL2500XH2500mm
(W=1200-2500,L=1800-4000,H=1800-4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钻石型房 / Diamond-shaped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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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GC series

O P G C 2 0 - F 4 2
O P G C 2 0 - L 2 1

OPGC20

OPGC20推拉系列

053 OPPEIN SHOWER ROOM OPPEIN SANITARY WARE 054



扇形房 / The fan room

OPGC20-F42（原型号：GC03-F001）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912-GS
6mm(8mm)
6463铝材
W900XL900XH1900mm
(W=850-1300,L=850-13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合金框架  结实安全 6463 铝镁钛合金材质，牢固安全，

修正墙面误差，实现淋浴房的最佳使用状态，

全包围式防水加固设计，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优美弧线  优雅大方 整体为优美的弧形曲线造型，大气优雅，

适用于小空间小户型，也适合追求精致小巧的顾客。

把手线条简约设计，精致耐用，拿握舒适 ,

淋浴房整体搭配大方耐看。

摇摆双滑轮  超强耐磨 摇摆双滑轮，安装便捷，设计更合理，推拉更加顺畅。

采用优质材料，超强耐磨，减少磨损，更安全更稳固。

OPGC20-L21（原型号：GC03-L024）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912-GS
6mm(8mm)
6463铝材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直线形·一固一活推拉门

L One-fixed one-movable 

sliding door

扇形·两固两活推拉门

F Two-fixed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S304拉手  结实耐用 S304 不锈钢拉手，精心挑选的用材，

设计简约大方，把握间舒适自然。

完美的追求给了创造动力，工艺的跨跃铸造了产品的提升。

OPGC20推拉系列 OPGC20推拉系列外贸工程款 淋浴房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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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GC series

O P G C 2 1 - F 4 2
O P G C 2 1 - L 3 1
O P G C 2 1 - L 2 1
O P G C 2 1 - L 4 2

OPGC21

OPGC21推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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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房 / The fan room

OPGC21-F42（原型号：GC03-F004）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1-JG
6mm(8mm)
6463铝材
W900XL900XH1900mm
(W=850-1300,L=850-13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合金框架  结实安全 6463 铝镁钛合金材质，牢固安全，

修正墙面误差，实现淋浴房的最佳使用状态，

全包围式防水加固设计，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柔和曲线  精致耐用 整体为优美的弧形曲线造型，大气优雅，

适用于小空间小户型，也适合追求精致小巧的顾客。

把手采用 S304 不锈钢材质，耐磨耐腐蚀，

线条柔和 , 精致耐用 , 把握舒适。

OPGC21-L42（原型号：GC03-L004）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1-JG
6mm(8mm)
6463铝材
W1400XH1900mm
(W=1400-18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耐磨滑轮  安全稳固 上滑轮调节门玻平行，下滑轮自动回弹功能，

让轮子紧贴下轨，左右摆动功能，滑动转向更加灵活自如。

扇形·两固两活推拉门

F Two-fixed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直线形·两固两活推拉门

L Two-fixed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OPGC21-L31（原型号：GC03-L012）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5
6mm(8mm)
6463铝材
W1600XH1900mm
(W=1400-18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简约设计  小巧精致 整体为优美的弧形曲线造型，大气优雅，

适用于小空间小户型，也适合追求精致小巧的顾客。

把手造型精致小巧，把握舒适，设计合理 ,

淋浴房整体搭配优雅大方。

直线形·一活两固推拉门

L One-movable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OPGC21推拉系列外贸工程款 OPGC21推拉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OPGC21-L21（原型号：GC03-L007）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DL05-JG
6mm(8mm)
6463铝材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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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ein shower room  

OPGC series

O P G C 2 2 - L 2 1
O P G C 2 2 - L 2 2

OPGC22

OPGC22推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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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GC22-L21（原型号：GC03-L026）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2
8mm
6463铝材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OPGC22-L22（原型号：GC03-L019）

项目
五金颜色 
玻璃表面
拉手款式
玻璃厚度 
主要五金
产品规格

石基

标准配置
亮银
透明玻璃（建议透明贴膜）
L-GC004
8mm
6463铝材
W1400XH1900mm
(W=1200-1600,H=1800-2000)mm

石基截面50X60mm

直线形屏风 / Straight screen

合金框架  结实安全 6463 铝镁钛合金材质，牢固安全，

修正墙面误差，实现淋浴房的最佳使用状态，

全包围式防水加固设计，房体更加结实安全。

流畅曲线  稳固耐磨

优质拉手  结实耐用

精心挑选的铝合金材质拉手 , 设计简洁大方，把握间舒适自然。

工艺的跨跃铸造了产品的提升，横装便捷，安全稳固，推拉

更顺畅。

流畅优雅的线条，精心挑选的用材，

设计简洁大方，把握间舒适自然。

完美的追求给了创造动力，

工艺的跨跃铸造了产品的提升。

产品解决方案

PRODUCT 

SOLUTIONS

双轮滑动  安全稳固 上滑轮直线承重滑动，下导轨配导向块导向入槽，

滑动轻巧顺畅，更加安全稳固。

直线形·一固一活推拉门

LOne-fixed one-movable 

sliding door

直线形·两活推拉门

L Two-movable sliding door  

OPGC22推拉系列外贸工程款 OPGC22推拉系列淋浴房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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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尺寸与实物尺寸可能略有差异，本公司有权修改或取消上述产品，恕不另行通知。

有关工程项目的具体尺寸数据请与厂商联系确认。

由于印刷的关系 , 正式产品的颜色与所示的图片有部分差异，一切以实品颜色为准。

These measurem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or can cellation.

Please consult the manufacturer for confirmation of detailed dimension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purposes.

Due to the printing process,the colors of the actual products may differ from those picture.

For color matching purposes please refer to sanitary ware chip color samples.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366号欧派工业园      PC:510450

欧派家居集团官网 http://www.oppein.com

欧派卫浴官网  http://www.opweiyu.com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OPPEIN HOME GROUP INC.

广州市欧派卫浴有限公司
G.Z.OPPEIN BATHWARE PRODUCT CO.,LTD

全国服务热线

400-884-1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