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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sucks, style lasts

RFACTORY 2020 STORYLINE

时尚是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平民微梦，是文化、生意，以及障眼法。

Rfactory不提供时尚进阶课程，只提供风格选项。

不用每日反复确认你的发型、眉毛、鼻尖、嘴唇、项链、上衣、腰带、套装、内裤、纹身、指甲、

皮肤的滋润程度。

别。
体温已经决定了你的起床所需的清醒时间、入睡之前的混沌，还有为了时髦，所会付出的花费。

花费时间以及花费金钱。

就像悉数花费你自出生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就像将自身每一个失败的模样当作存款，如果它们可以花出去的话。

那些令人不禁为自己作呕的时髦尝试，还有为爱所作的努力时刻，高光的比例达到了多少？

又有多少比例黯淡无光？

但最黯淡的还是接受，接受时髦先于自我，是一切的最低点。

于是你开始学习杂志、时尚专栏、潮流资讯，以及社交网络上的分享的那些人。

你们穿得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撞衫90%，
却以为是及格。

忘记时尚才是唯一的出路，以二十年来攀登时髦的账单为誓：

就像关心账单那样。

就像关心知识那样。

Rfactory是一所academy，教授如何最大限度成为希望的自己的课程。

希望你们能学习这门课程。

“我将做我自己，且只做我自己。今日如此，日日皆然。”

忘记杂志、时尚专栏、潮流资讯，以及社交网络上的分享的那些人。

不是确认，而是关心你的发型、眉毛、鼻尖、嘴唇、项链、上衣、腰带、套装、内裤、纹身、指

甲、皮肤的滋润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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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系列是RFACTORY全
线产品中当之无愧的明星 
即刻点击查看118个令人
难以抉择的颜色和纹样。



豆腐小号 绿格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oufu mini





豆腐小号 万钻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大金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黑白条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红沙发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绿沙发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黑白格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红格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毛格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牛仔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泰迪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涂鸦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水泥黑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d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拼皮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深棕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黑漆皮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豆腐小号 灰豹



豆腐小号 斑马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竹节黑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橄榄绿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亮绿



豆腐小号 雾霾蓝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炫彩银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暗银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茄紫
doufu mini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小号 亮银
doufu mini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
型、体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
使用成为设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
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
对比，再次表达了设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还
没有任何豆腐size的包么？那先从这个小号开始入门吧！

size: 15cm*12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水泥黑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防雨布橙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防雨布条纹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深棕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太空银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皱白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中号 浅蓝
doufu medium

size: 20cm*16cm*11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了设
计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中号应用场景多元，一个你
应该拥有的单肩包的容积是多大？，看中号豆腐就对了。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大号 深棕
doufu large

size: 24cm*21cm*1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设计
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大号容积感人，拎挎不累赘。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豆腐大号 黑
doufu large

size: 24cm*21cm*1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形似豆腐块，柔中带刚的方正表达着可塑性。设计妙处在于包型、体
积、造型会随着内容物的体积、重量变化而变化，让包的使用成为设
计本身，与你的个人风格无缝契合。可拆卸的螺丝工字钉作为连接包
与铰链的枢纽，五金的重工与包体使用的轻巧性对比，再次表达设计
师的二元分设计逻辑。大中小号可选，大号容积感人，拎挎不累赘。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万能指环另配



万能指环另配





万能指环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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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手机包 绿格
Big tripper

能装下Trip所需的所有护照、证件、银行卡和零钱。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trip所需的灵光和野心也可一并囊入，
只有真正的Tripper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

size: 12cm*18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你的手机包 红格
Big tripper

能装下Trip所需的所有护照、证件、银行卡和零钱。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trip所需的灵光和野心也可一并囊入，
只有真正的Tripper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

size: 12cm*18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你的手机包 反光
Big tripper

能装下Trip所需的所有护照、证件、银行卡和零钱。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trip所需的灵光和野心也可一并囊入，
只有真正的Tripper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

size: 12cm*18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你的手机包 黑
Big tripper

能装下Trip所需的所有护照、证件、银行卡和零钱。当然
这不是最重要的，trip所需的灵光和野心也可一并囊入，
只有真正的Tripper才知道怎么去搭配它。

size: 12cm*18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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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包 反光
Divers bag

顾名思义，专门为Divers准备的一款包。不同的是，这款
包是为了你上岸后的自在与时髦而生。5cm宽的肩带让肩
膀负重减至最轻，超大容量无比实用，背上即可享受与潜
水时同样自在的感觉。

size: 23cm*25cm*12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潜水包 绿格
Divers bag

顾名思义，专门为Divers准备的一款包。不同的是，这款
包是为了你上岸后的自在与时髦而生。5cm宽的肩带让肩
膀负重减至最轻，超大容量无比实用，背上即可享受与潜
水时同样自在的感觉。

size: 23cm*25cm*12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潜水包 黑
Divers bag

顾名思义，专门为Divers准备的一款包。不同的是，这款
包是为了你上岸后的自在与时髦而生。5cm宽的肩带让肩
膀负重减至最轻，超大容量无比实用，背上即可享受与潜
水时同样自在的感觉。

size: 23cm*25cm*12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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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包 小号 蓝鳄鱼
Quit or quick smoking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
达到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
功能。

size: 10cm*15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小号 蓝鳄鱼
Quit or quick smoking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
达到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
功能。

size: 10cm*15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小号 绿
Quit or quick smoking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
达到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
功能。

size: 10cm*15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小号 绿
Quit or quick smoking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
达到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
功能。

size: 10cm*15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大号 黑白格
Quit or quick smoking

size: 12cm*17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大号 亮黑
Quit or quick smoking

size: 12cm*17cm*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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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包 大号 红格
Quit or quick smoking

size: 12cm*17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大号 黑白格
Quit or quick smoking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size: 12cm*17cm*6cm



戒烟包 大号 亮黑
Quit or quick smoking

size: 12cm*17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戒烟包 大号 亮黑
Quit or quick smoking

size: 12cm*17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我们主张你入手这个装得下香烟的小包，用来不装香烟以达到
戒烟的目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快速抽烟，它也有这个功能。总
有些贪心的人还想要往烟盒里塞下一部手机，喏！给你。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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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的酒壶包 蓝鳄鱼
Sober flask

体现绅士感也是不错的，我们不主张白日纵酒，但是你可
以白天就携带一个酒壶包（装不装酒随意，反正小酒壶完
全装得下）。腰带、肩背通用且可以同时进行的佩戴方
式，给喜欢纵情的人增加了安全与潇洒指数。线条扎实的
轮廓，加上动物纹使质感更佳。一只漂亮的酒壶自然还会
有环环相扣的锁扣设计，好让各类挂饰充分发挥作用。

size: 16cm*15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清醒的酒壶包 白鳄鱼
Sober flask

体现绅士感也是不错的，我们不主张白日纵酒，但是你可
以白天就携带一个酒壶包（装不装酒随意，反正小酒壶完
全装得下）。腰带、肩背通用且可以同时进行的佩戴方
式，给喜欢纵情的人增加了安全与潇洒指数。线条扎实的
轮廓，加上动物纹使质感更佳。一只漂亮的酒壶自然还会
有环环相扣的锁扣设计，好让各类挂饰充分发挥作用。

size: 16cm*15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清醒的酒壶包 黑鳄鱼
Sober flask

体现绅士感也是不错的，我们不主张白日纵酒，但是你可
以白天就携带一个酒壶包（装不装酒随意，反正小酒壶完
全装得下）。腰带、肩背通用且可以同时进行的佩戴方
式，给喜欢纵情的人增加了安全与潇洒指数。线条扎实的
轮廓，加上动物纹使质感更佳。一只漂亮的酒壶自然还会
有环环相扣的锁扣设计，好让各类挂饰充分发挥作用。

size: 16cm*15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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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喜金砖 黑鳄鱼
Ecstasy

这是开启你惊喜一日的敲门砖。我完全知道什么人会喜欢
它：有野心的和容易狂喜的。极具古典感的造型很难被归
于复古还是过激，但毫无疑问其令人无法忽视且独具魅
力，尤其适合做腋下包。

size: 30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狂喜金砖 白鳄鱼
Ecstasy

这是开启你惊喜一日的敲门砖。我完全知道什么人会喜欢
它：有野心的和容易狂喜的。极具古典感的造型很难被归
于复古还是过激，但毫无疑问其令人无法忽视且独具魅
力，尤其适合做腋下包。

size: 30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狂喜金砖 红白格
Ecstasy

这是开启你惊喜一日的敲门砖。我完全知道什么人会喜欢
它：有野心的和容易狂喜的。极具古典感的造型很难被归
于复古还是过激，但毫无疑问其令人无法忽视且独具魅
力，尤其适合做腋下包。

size: 30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狂喜金砖 亮绿
Ecstasy

这是开启你惊喜一日的敲门砖。我完全知道什么人会喜欢
它：有野心的和容易狂喜的。极具古典感的造型很难被归
于复古还是过激，但毫无疑问其令人无法忽视且独具魅
力，尤其适合做腋下包。

size: 30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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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 过分装饰的玛格丽特 蓝鳄鱼
over-ornamented Margritte

繁复的五金装饰与柔软包型形成材料和质感上的冲突，可
拆卸的螺丝钉型工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让技艺
的重工与使用的轻巧感兼备。再加上如同指尖陀螺一样可
以不停摆弄旋转的锁扣、品牌特制六角螺丝钉装饰，将五
金的装饰组合使用到近乎“过分”的极致，因此设计师为
它取名over-ornamented Margritte。本季推出的大号
玛格丽特精致依旧，尺寸实用性更高。

size: 17cm*13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号 过分装饰的玛格丽特 黑
over-ornamented Margritte

繁复的五金装饰与柔软包型形成材料和质感上的冲突，可
拆卸的螺丝钉型工字钉作为连接包与铰链的枢纽，让技艺
的重工与使用的轻巧感兼备。再加上如同指尖陀螺一样可
以不停摆弄旋转的锁扣、品牌特制六角螺丝钉装饰，将五
金的装饰组合使用到近乎“过分”的极致，因此设计师为
它取名over-ornamented Margritte。本季推出的大号
玛格丽特精致依旧，尺寸实用性更高。

size: 17cm*13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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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框手提包 绿格
frame

移动的个人风格存放容器。正反面的棱角分明和柔软的存
储空间形成对比。一方面是态度，一方面是兼容性。尺寸
是适合所有女性和男性和任意性别的黄金使用尺寸。单肩
手提均可，一根金属链完成切换。

size: 18cm*14cm*7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相框手提包 黑鳄鱼
frame

移动的个人风格存放容器。正反面的棱角分明和柔软的存
储空间形成对比。一方面是态度，一方面是兼容性。尺寸
是适合所有女性和男性和任意性别的黄金使用尺寸。单肩
手提均可，一根金属链完成切换。

size: 18cm*14cm*7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相框手提包 白鳄鱼
frame

移动的个人风格存放容器。正反面的棱角分明和柔软的存
储空间形成对比。一方面是态度，一方面是兼容性。尺寸
是适合所有女性和男性和任意性别的黄金使用尺寸。单肩
手提均可，一根金属链完成切换。

size: 18cm*14cm*7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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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 不费力复活 蓝鳄鱼
effortless

size: 16cm*12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可
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性，
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往的
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小号更适合轻便出行。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号 不费力复活 黑鳄鱼
effortless

size: 16cm*12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可
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性，
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往的
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小号更适合轻便出行。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号 不费力复活 白鳄鱼
effortless

size: 16cm*12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可
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性，
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往的
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小号更适合轻便出行。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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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 不费力复活  绿格
effortless

size: 23cm*18cm*7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
可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
性，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
往的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号 不费力复活  红
effortless

size: 23cm*18cm*7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
可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
性，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
往的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号 不费力复活  斑马
effortless

size: 23cm*18cm*7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
可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
性，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
往的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号 不费力复活  蓝鳄鱼
effortless

size: 23cm*18cm*7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Rfactory“不费力”一经推出就成为了不灭经典。因其不
可忽视的流畅线条感，及不分年龄与场合适用的万能搭配属
性，成为Rfactory单品中的必备入门款。复活款保留一如既
往的黄金比例包身，带来更多颜色选择。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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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星系漫游指南“带上毛巾”包 小号 绿毛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漫游，请打开《银河系漫游指南》，
不要恐慌，并且带上星际旅行最需要的——一条毛巾，如
果你问我，生命，宇宙，及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会
告诉你:是42。” 懂的自然会懂，大号和小号完全是两种
感觉。

size: 7cm*8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42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银河星系漫游指南“带上毛巾”包 小号 亮银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漫游，请打开《银河系漫游指南》，
不要恐慌，并且带上星际旅行最需要的——一条毛巾，如
果你问我，生命，宇宙，及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会
告诉你:是42。” 懂的自然会懂，大号和小号完全是两种
感觉。

size: 7cm*8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42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银河星系漫游指南“带上毛巾”包 小号 橙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漫游，请打开《银河系漫游指南》，
不要恐慌，并且带上星际旅行最需要的——一条毛巾，如
果你问我，生命，宇宙，及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会
告诉你:是42。” 懂的自然会懂，大号和小号完全是两种
感觉。

size: 7cm*8cm*4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42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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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星系漫游指南“带上毛巾”包 大号 黑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漫游，请打开《银河系漫游指南》，
不要恐慌，并且带上星际旅行最需要的——一条毛巾，如
果你问我，生命，宇宙，及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会
告诉你:是42。” 懂的自然会懂，大号和小号完全是两种
感觉。

size: 15cm*20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42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银河星系漫游指南“带上毛巾”包 大号 白

“如果你要在宇宙中漫游，请打开《银河系漫游指南》，
不要恐慌，并且带上星际旅行最需要的——一条毛巾，如
果你问我，生命，宇宙，及一切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会
告诉你:是42。” 懂的自然会懂，大号和小号完全是两种
感觉。

size: 15cm*20cm*6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42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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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号 背心袋 绿格
surfer

一只普通却倔强的大号背心袋的陆地版。手柄处流畅的圆
弧形剪裁，不论视觉与手部触感，均令人感到十分舒适。
随手一拎的尺寸非常可人，注意：本尺寸不适用于surfer
的身份。

size: 20cm*2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号 背心袋 黑
surfer

一只普通却倔强的大号背心袋的陆地版。手柄处流畅的圆
弧形剪裁，不论视觉与手部触感，均令人感到十分舒适。
随手一拎的尺寸非常可人，注意：本尺寸不适用于surfer
的身份。

size: 20cm*2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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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囊包 亮黑
Silk bag

取“锦囊妙计”的锦囊之意。个人随身物品皆为日常所
需，常用或急救均不可或缺。适手的囊状造型取拿方便，
搭配任何场合的衣着均是好手，锦囊本身也是妙计。

size: 20cm*18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锦囊包 绿毛
Silk bag

取“锦囊妙计”的锦囊之意。个人随身物品皆为日常所
需，常用或急救均不可或缺。适手的囊状造型取拿方便，
搭配任何场合的衣着均是好手，锦囊本身也是妙计。

size: 20cm*18cm*9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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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方块 豹纹
Mini box

mini machine 的衍生版本。保留了Rfactory经典铰链及
旋转锁的趣味设计，只能以2、3根手指插入的手提方式使
这款迷你体型的包，使用起来的气氛更加戏剧化了。新款
添加了亚克力材质，看起来像一只微型Box，让本就迷你
的包更加轻巧且环保，为“手欠”人群设计的旋转锁则像
指尖陀螺一样可以不停摆弄旋转。

size: 11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迷你方块 绿毛
Mini box

mini machine 的衍生版本。保留了Rfactory经典铰链及
旋转锁的趣味设计，只能以2、3根手指插入的手提方式使
这款迷你体型的包，使用起来的气氛更加戏剧化了。新款
添加了亚克力材质，看起来像一只微型Box，让本就迷你
的包更加轻巧且环保，为“手欠”人群设计的旋转锁则像
指尖陀螺一样可以不停摆弄旋转。

size: 11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迷你方块 亮黑
Mini box

mini machine 的衍生版本。保留了Rfactory经典铰链及
旋转锁的趣味设计，只能以2、3根手指插入的手提方式使
这款迷你体型的包，使用起来的气氛更加戏剧化了。新款
添加了亚克力材质，看起来像一只微型Box，让本就迷你
的包更加轻巧且环保，为“手欠”人群设计的旋转锁则像
指尖陀螺一样可以不停摆弄旋转。

size: 11cm*11cm*5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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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号 背心袋 亮黑
surfer

一只普通却倔强的的背心袋。手柄处流畅的圆弧形剪裁，
不论视觉与手部触感，均令人感到十分舒适。灵感来源于
一名surfer，设计师认为除了冲浪板之外，在沙滩上她还
需要这只柔软的不怕水的大号背心袋。

size: 40cm*4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号 背心袋 防雨布灰白条
surfer

一只普通却倔强的的背心袋。手柄处流畅的圆弧形剪裁，
不论视觉与手部触感，均令人感到十分舒适。灵感来源于
一名surfer，设计师认为除了冲浪板之外，在沙滩上她还
需要这只柔软的不怕水的大号背心袋。

size: 40cm*4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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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怪兽 白
monster freaky

更有趣的是每只怪兽都有自己的“人设”，快来发现它的
身份秘密！Monster怪兽家族双肩包是不仅“眼晴”可以
拆卸下来作为零钱包，“嘴巴”也可以单独做手包。更妙
的是它们可以随意更换颜色和搭配。是时尚博主和时装精
们趋之若鹜的新宠。

size: 38cm*32cm*18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大怪兽 熊猫色
monster l panda blacks white

RFACIORY ICON 款怪兽包家族增加的新成员。熊描色——
黑白配色首次使用，限量发行。依然是可以拆卸眼部和嘴
部的精巧设计，拆卸下来的小包均可作零钱包、手拿包使
用。并可随意更换搭配颜色。

size: 29cm*34cm*13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怪兽 法国色
monster s pony black

RFACtORY ICON 款怪兽包家族增加的新成员。依然是可
以拆卸眼部和嘴部的精巧设计，拆卸下来的小包均可作零
钱包、手拿包使用。并可随意更换搭配颜色。此为小号。
因为设计师与法国的特殊情感联络，本季为几个包设计了
法国国旗配色。这是其中之一。

size: 20cm*24cm*1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怪兽 反光
monster furrer



小怪兽 灰马毛
monster furrer

“领养”没那么容易，每个怪兽都有它的牌气。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那只怪兽一定是脾性相投的。马毛结合真皮材
质。更有趣的是每只怪兽都有自己的人设映来发现它的身
份秘密! MONSTER怪兽家族双肩包是不仅眼晴”可以拆卸
下来作为零钱包，“嘴巴”也可以单独做手包。更妙的是
它们可以随意更换颜色和搭配。是时尚博主和时装精们趋
之若鹜的新宠。

size: 20cm*27cm*11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怪兽 红
monster fire ball

“领养”没那么容易，每个怪兽都有它的牌气。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那只怪兽一定是脾性相投的。马毛结合真皮材
质。更有趣的是每只怪兽都有自己的人设映来发现它的身
份秘密! MONSTER怪兽家族双肩包是不仅眼晴”可以拆卸
下来作为零钱包，“嘴巴”也可以单独做手包。更妙的是
它们可以随意更换颜色和搭配。是时尚博主和时装精们趋
之若鹜的新宠。

size: 20cm*27cm*11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小怪兽 白毛
monster s pony

RFACTORY ICON款怪兽包家族增加的新成员。依然是可以
拆卸眼部和嘴部的精巧设计，拆卸下来的小包均可作零钱
包、手拿包使用。并可随意更换搭配颜色。此为小号。

size: 20cm*24cm*10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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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的身体装饰论】
我们会经常发明一些态度容
器，或者是一片衣领。比如
在一个名字叫做钻石魔方的
5·5·5的空间里，可以存
在着一根小号棉条，或者是
乐队主唱抛给你的拨片，甚
至是爱人的牙齿，也可以是
给仇人的子弹。在这里，身
体装饰物既可以是时髦加
法，也可以是态度减法。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反光绳结万能球
ball whatever 

size: 8cm*8cm*4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rugs                                           

小药丸系列 sponge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rugs
小药丸系列 sponge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rugs 

小药丸系列 sponge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rugs 

小药丸系列 sponge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drugs
小药丸系列 sponge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drugs 
 小药丸系列 ball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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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小药丸系列 pen 

size: 8cm*8cm*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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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小药丸系列 pen 

size: 8cm*8cm*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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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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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小药丸系列 pen 

size: 8cm*8cm*4cm

充满创意的零钱包。两根绳结肩带赋予了它无限种使用方
式的可能。通过组合一根或两根肩带，它可以变换为单肩
小包、斜跨小包、腰包、双肩包，以及任意发挥创意的身
体装饰品。



异卵双胞胎腰链
FRATERNAL TWINS WAISTS CHOOKER

装饰于腰部的金属链子和钻石小包组成，既可以当作
腰链可以斜挎在身体上作身体装饰。

size: 8cm*8cm*4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硬糖
hardcandy

一颗不甜的糖，还有点危险。可斜挎，可作手腕饰品和
choker装饰。 

size: 8cm*8cm*5cm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totally fit

将随身物品随时囊括其中，轻便耐用时髦三位一体，一个
充满活力的又完全fit日常生活的时髦单品。

size: 28cm*18cm

吸管 扁袋子



Arch collar

Rfactory的建筑美学衣领，可以单独作为个性配饰，也可
以与衣服合二为一。

 领间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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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tick case 
size: 4m 10cm*5cm



 

size: 4m 10cm 5cm
lipstick case bl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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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tick case 
size: 4m 10cm 5cm



 

size: 4m 10cm*5cm
lipstick case screw



 迷你 钻石魔方
doufu ice cube



Pocket clause 

出门时临门一脚需要放进随身包的东西，统统可以放进
去。用一根手指拎它是时髦要诀。 

size: 4m*10cm*5cm

兜底条款小袋



浴霸保护器



浴霸专用



态度透明盒
attitude

size: 12cm*7cm*3cm

“虽然外壳坚硬，但依旧保持透明，我的态度，一目
了然，从不惧怕别人看见。”
多种佩戴方式，可将你的任一态度装下，随时展示。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金属铰链手柄
size: 11cm*3cm

RFACTORY特质铰链手柄，可作钥匙扣、包挂饰、手提袋
手柄等多用。超级重工的金属制品。
KEYCHAIN/ACCESSORIES FOR BAGS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可被测量尺子肩带
size: 105cm*3cm

”NUMBER will NEVER CHEAT数字永远不会欺骗你”，与
真实卷尺设计的1：1尺子，既是肩带，还可以是随身携带
的卷尺，随时随地测量。当然，这只是热爱精确的
RFACTORY趣味之一种。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机械骨关节铰链手环 金

size: 11cm*3cm

RFACTORY特制金属铰链，环环相扣的龙骨结构，达到工
业级别的灵活度使它可以每一个关节都随意弯折，这让
个性化的表达成为可能，而RFACTORY始终坚持的特制金
属颜色依旧坚固而沉稳地呈现于这款链条之上——这不
容易但做到了。与六角螺母造型工字钉的结合，让这款
手环成为超级重工的“重金属”爱好者必buy款手环。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MECHANICAL HINGE BRACELET



机械骨关节铰链项链 金
size: 45cm*0.8cm

RFACTORY特制金属铰链，环环相扣的龙骨结构，达到工
业级别的灵活度使它可以每一个关节都随意弯折，这让
个性化的表达成为可能，而RFACTORY始终坚持的特制金
属颜色依旧坚固而沉稳地呈现于这款链条之上——这不
容易但做到了。与六角螺母造型工字钉的结合，让这款
手环成为超级重工的“重金属”爱好者必buy款手环。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机械骨关节铰链项链 加长 金
size: 55cm*0.8cm

RFACTORY特制金属铰链，环环相扣的龙骨结构，达到工
业级别的灵活度使它可以每一个关节都随意弯折，这让
个性化的表达成为可能，而RFACTORY始终坚持的特制金
属颜色依旧坚固而沉稳地呈现于这款链条之上——这不
容易但做到了。与六角螺母造型工字钉的结合，让这款
手环成为超级重工的“重金属”爱好者必buy款手环。

建议搭配万能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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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颗子弹包 绿
Gimme a bullet

无论是装拨片，爱人的牙齿，还是给仇人的子弹，这个小
包绝对实用。 甚至可以当项链吊坠。轻巧出门时将它背在
外套里面，给时髦做减法。

size: 3cm*5cm*2cm

此款可另配链条



speical thanks
model:  刘大海  聂小黑 无星

skateboard director:  CHACHA

makeup:  ent studio

photographer:  叁合西蒙

outfit (part of):  UOOY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