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2

YM-930

品牌：野马（YEMA)           材质：复合纤维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灰色                       白色  

                            



03/04

YM-928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05/06

YM-927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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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YM-926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M/L/ 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07/08



YM-925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09/10



11/12

YM-92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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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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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YM-920



13/14

YM-915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越野盔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儿童越野盔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绿色

YM-211



15/16

YM-833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17/18

YM-832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YM-83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揭面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M/L/XL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19/20



21/22

YM-830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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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23/24

YM-82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25/26

YM-828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27/28

YM-827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YM-822

29/30

YM-823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全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31/32

YM-63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33/34

YM-638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35/36

YM-635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37/38

YM-633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粉色

                               蓝色                       



39/40

YM-632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橙色                       粉色

                               蓝色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YM-630

YM-63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41/42



43/44

YM-62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45/46

YM-628

品牌：野马（YEMA)           材质：复合纤维

类型：半盔                         镜片：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YM-211



47/48

YM-627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49/50

YM-626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YM-623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51/52



53/54

YM-622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55/56

YM-62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57/58

YM-620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内茶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59/60

YM-61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橙色                      



61/62

YM-61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灰色                       红色

                               蓝色                       



63/64

YM-352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65/66

YM-35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灰色                       红色

                               蓝色                       



67/68

YM-350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灰色                       粉色

                               蓝色                       



YM-33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淡银镜+防雾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可拆洗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灰色                       红色

                                             69/70



71/72

YM-333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无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73/74

YM-206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儿童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儿童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YM-207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75/76

YM-205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儿童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77/78

YM-209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儿童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YM-101

品牌：野马（YEMA)           材质：(ABS)工程塑料

类型：半盔                         镜片：白镜

尺码：均码                         执行标准：

内衬：固定 ccc企标

可选颜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蓝色                       粉色

7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