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M-611

01/02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

冷淡灰                 黑  

红色                     粉色

蓝色                     米色

企标       CCC√ √



YM-930

03/04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复合纤维 

类型：揭面盔                      镜片：防雾镜+内茶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

灰色                     红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揭面盔                      镜片：防雾镜+内茶镜

尺码：                      执行标准：M/L/XL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ABS)工程塑料

白色                     黑色  

企标       CCC

03/04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ABS)工程塑料

白色                     黑色

红色                     黄色

橙色                     银色

蓝色                     香槟色

企标       CCC



YM-926

03/04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揭面盔                      镜片：防雾镜+内茶镜

尺码：                      执行标准：M/L/XL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白色                     绿色  

企标       CCC



YM-925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                      执行标准：M/L/XL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红色

白色                     蓝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                     执行标准：M/L/XL

内衬：可拆洗

可选花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灰色                     红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                     执行标准：M/L/XL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绿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企标       CCC

YM-827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越野盔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合纤维 

类型：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复

半覆式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638

YM-639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620

YM-621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可选颜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622

YM-626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ABS)工程塑料

企标       CCC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635

YM-633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ABS)工程塑料

企标       CCC



YM-632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防雾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企标       CCC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YM-339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全覆式                      镜片：单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红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205

YM-207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ABS)工程塑料

企标       CCC



YM-206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单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红色  

企标       CCC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可选颜色：

：(ABS)工程塑料

黑色                     白色

粉色                     红色

黄色  

企标       CCC

YM-351

品牌：野马 （YEMA）        材质  

类型：半覆式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ABS)工程塑料

可选颜色：

企标       CCC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YM-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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