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个性 

时尚 颜值 

女性 



零售价： 9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666  混彩 
时尚混彩设计 

键盘尺寸：443x138x29(h)±2mm 

键盘重量：460g±5g 

按键数量：110key 

鼠标尺寸：103x69x35(h)±2mm 

鼠标重量：75g±5g 

按键数量：3key 



零售价： 13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Honey Plus  混彩 

时尚混彩设计 个性蜂巢设计 

键盘尺寸：460x148x26(h)±2mm 

键盘重量：681g±5g 

按键数量：104key 

鼠标尺寸：110x62x30(h)±2mm 

鼠标重量：81g±5g 

按键数量：4key 



机械青轴 

按键轴体：cyan shaft 青轴 

键盘尺寸：352x135x36(h)±2mm 

键盘重量：690g±5g 

按键数量：84 key 

 lusc 红颜    

零售价：399元              装箱数：5PCS    
蓝牙背光充电机械键盘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Sweet 混彩  

键盘尺寸：445x136x35(h)±2mm 

键盘重量：658g±5g 

按键数量：104key 

鼠标尺寸：101x75x34(h)±2mm 

鼠标重量：80g±5g 

按键数量：4key 

零售价：13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445x136x35(h)±2mm 

键盘重量：658g±5g 

按键数量：104key 

鼠标尺寸：101x75x34(h)±2mm 

鼠标重量：80g±5g 

按键数量：4key 

零售价：89元                        装箱数：10PCS 

Sweet纯色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C a n d y  X R  

键盘尺寸：390x135x36(h)±2mm 

键盘重量：590g±5g 

按键数量：100key 

鼠标尺寸：99x71x38(h)±2mm 

键盘重量：80g±5g 

按键数量：4key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90x135x36(h)±2mm 

键盘重量：590g±5g 

按键数量：100key 

Candy  BT 

零售价：179元               装箱数：5PCS 

 

 

蓝牙键盘输入设备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45x135x35(h)±2mm 

键盘重量：540g±5g 

按键数量：84key 

鼠标尺寸：96x76x40(h)±2mm 

鼠标重量：86g±5g 

按键数量：4key 

Candy 混彩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179元                       装箱数：5PCS 

 

键盘尺寸：345x135x35(h)±2mm 

键盘重量：540g±5g 

按键数量：84key 

鼠标尺寸：96x76x40(h)±2mm 

鼠标重量：86g±5g 

按键数量：4key 

Candy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复古圆键帽设计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31x148x29(h)±2mm 

键盘重量：465g±5g 

按键数量：83key 

时尚混彩设计 个性蜂巢设计 

鼠标尺寸：110x62x30(h)±2mm 

鼠标重量：81g±5g 

按键数量：4key 

honey 混彩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298元            装箱数：5PCS 键盘尺寸：322x133x22(h)±2mm 

键盘重量：687g±5g 

按键数量：83key 

时尚混彩设计 个性蜂巢设计 

phoenix 
凤巢混彩 蓝牙/充电键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31x148x29(h)±2mm 

键盘重量：465g±5g 

按键数量：83key 

时尚混彩设计 个性蜂巢设计 

honey  bt 

零售价：179元             装箱数：5PCS 

蓝牙混彩键盘输入设备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按键轴体：青轴 

连接方式：USB有线 

产品线长：1.8M 

键盘尺寸：352x135x36(h)±2mm 

键盘重量：605g±5g 

按键数量：84key 

Candy  M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有线混彩白光机械键盘 
真机械轴体 白光效果可调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按键轴体：cyan shaft 青轴 

按键数量：84key 

键盘尺寸：352x135x36(h)±2mm 

键盘重量：655g±5g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LUSC 粉黛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2.4G无线混彩机械键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199元            装箱数：5PCS 

CANDY  MAX 

时尚混彩设计 复古圆键帽设计  2.4G无线/蓝牙双模键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90x135x36(h)±2mm 

键盘重量：590g±5g 

按键数量：100key 



键盘尺寸：87x124x17(h)±2mm 

键盘重量：170g±5g                     

按键数量：18key 

零售价：99元          装箱数：20PCS 

无线充电数字键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SK-660AGC  



键盘尺寸：83x140x26(h)±2mm 

键盘重量：120g±5g                     

按键数量：20key 

零售价：99元          装箱数：20PCS 

无 线 数 字 键 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SK-657AG 



键盘尺寸：135x90x25(h)±2mm 

键盘重量：105g±5g                     

按键数量：18key 

零售价：79.9元           

装箱数：20PCS 

X910 混彩 / 纯色  

无 线 数 字 键 盘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X910 混彩 X910 纯色  

零售价：69.9元           

装箱数：20PCS 



键盘尺寸：125x83x22(h)±2mm 

键盘重量：102g±5g                     

按键数量：18key 

线长规格：约1.5m (USB) 

X810 
有线数字键盘 

零售价：29.9元             装箱数：40PCS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445x138x21(h)±2mm 

键盘重量：690g±5g 

按键数量：108key 

鼠标尺寸：100x62x37(h)±2mm 

鼠标重量：54g±5g 

按键数量：3key 

零售价：46.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X130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UP360 

零售价：49.9元               装箱数：10PCS 键盘尺寸：445x138x21(h)±2mm 

键盘重量：690g±5g 

按键数量：108key 

鼠标尺寸：100x62x37(h)±2mm 

鼠标重量：54g±5g 

按键数量：3key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390x122x21mm（±2mm) 

键盘重量：420g±5g 

按键数量：103key 

鼠标尺寸：96x55x33mm（±2mm) 

鼠标重量：70g±5g 

按键数量：3key 

 零售价：49.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X190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291x138x23mm（±2mm) 

键盘重量：331g±5g 

按键数量：103key 

鼠标尺寸：98x58x33mm（±2mm) 

鼠标重量：74g±5g 

按键数量：3key 

零售价：46.9元           装箱数：10PCS 

2.4G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GO180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键盘尺寸：291x138x23mm（±2mm) 

键盘重量：331g±5g 

按键数量：79key 

鼠标尺寸：98x58x33mm（±2mm) 

鼠标重量：74g±5g 

按键数量：3key 

无线键盘鼠标套装 

X210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46.9元           装箱数：10PCS 



鼠标尺寸：99x71x38(h)±2mm 

鼠标重量：80g±5g 

按键数量：4key - 6key 

BONY 

2.4G无线/蓝牙鼠标 

2.4G无线鼠标    绿色 / 粉色 / 白色 蓝牙鼠标      绿色 / 粉色 蓝牙/2.4G双模鼠标(紫色）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29.9元  装箱数：40PCS 零售价：49.9元 装箱数:40PCS 

2.4G无线鼠标 蓝牙鼠标 
零售价：69元 装箱数：40PCS 

蓝牙/2.4G双模鼠标 



鼠标尺寸：103x69x35(h)±2mm 

鼠标重量：75g±5g 

按键数量：3key / 4key(蓝牙） 
2.4G无线/蓝牙鼠标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零售价：29.9元   装箱数：40PCS  零售价：49.9元   装箱数：40PCS 

MASA 

2.4G无线鼠标 蓝牙鼠标 



2.4G无线鼠标 

G52 

零售价：39.9元      

装箱数：60PCS 

 

 

鼠标尺寸：105x72x35(h)±2mm 

鼠标重量：140g±5g 

按键数量：6key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静音 

零售价：29.9元                  

装箱数：60PCS 

 

 

有声 



2.4G无线鼠标 

GO18 零售价：29元                 装箱数：60PCS 
鼠标尺寸96x55x33(h)±2mm 

鼠标重量：110g±5g 

按键数量：3key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蓝 牙 鼠 标 

398BT 
零售价：49.9元             装箱数：40PCS 

鼠标尺寸：111x68x37(h)±2mm 

鼠标重量：80g±5g 

按键数量：5键 

专注时尚个性键盘鼠标 



颜  波 

运营总监 

公司：深圳摩天手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86 8229 6218 

邮箱：yanbo@mofii.com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新沙路正诚丰科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