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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列



P.38是一个全面的优质修补产品系列。我们开发了原子灰、涂料和自喷
罐系列，以满足您的所有修补需求。该系列由18种产品组成，所有产品
均具有良好的附着力、光滑度和稳定性。该系列从英国进口，包含了高品
质、可靠的产品和全面创新的解决方案，专为最具挑战性的专业应用而
设计。

关于P.38系列
原子灰	
金质多功能灰 5

多功能袋装灰 7

填眼灰 7

玻纤灰 8

塑料灰 9

自喷罐	
酸蚀底漆 10

高性能中途底漆 11

高光清漆 11

涂料	
2K底漆 12

固化剂 13

2KHS清漆 14

防撞漆 15

3

产品系列P.38介绍

2



金质多功能灰
P.38金品质多功能灰是一种优异的双组份填料，具
有良好的附着力，良好的延展性，易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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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质多功能灰
P.38 金品质多功能灰是一种优异的双组份填料，具有良好的附着力，良好的延展性，易
打磨。它对大多数底材有超强附着力，非常适合多种面板损伤的填补和塑型。

特性与优点
•优良的附着力与超细滑的表面
•易打磨和塑型
•优越的填涂和成膜质量
•套装中包含固化剂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重量 瓶/箱

P38GMBF P.38金质多功能灰 金色 1.1升罐装 2.002千克 8



适适适适适适适适适适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重量 瓶/箱

P38/4 P.38多功能灰 金色 2.25升罐装 4.1千克 4

P38MBF/BM P.38多功能袋装灰 金色 600毫升袋装 1.099千克 10

多功能灰
P.38多功能袋装灰是一种双组分填料，专为专业用户配制，具有良好的填
充性和良好延展性，易打磨。 十分适用于纠正小缺陷，如小孔、刮痕和石
击痕迹。为了方便起见，该填料装在锡罐或袋子里。

特性与优点
•对多种底材有很强附着力
•易打磨
•填平小孔
•套装中包含固化剂

填眼灰
P.38填眼灰超光滑，易打磨，适用于在涂漆之前校正刮痕等表面缺陷、填平石击痕
迹、平整涂层等。该填料使用方便，可直接从管中取出使用。

特性与优点
•非常细的填眼灰
•极小凹陷和收缩

适用于所有修补的产品

P.38提供了全面的简化修补的填料，这些填料易于使用、易打磨。为了满
足品质和性能方面的需求，我们的系列采用了最新的树脂技术，每次都
能一次获得完美表面。

原子灰原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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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重量 瓶/箱

P38FF/TU P.38填眼灰 橄榄绿 200克管装 200克 6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重量 瓶/箱

P38PF/600 P.38塑料灰 黑色 600毫升罐装 1.134千克 6

塑料灰
P.38塑料灰是一种强附着力、灵活的聚酯填料，专门为要求极高灵活性的塑
料件（例如保险杠）的磨损和划伤而设计。

特性与优点
•填平大多数塑料中的磨损和划痕
•良好的附着力和灵活性
•套装包含固化剂

适用于所以修补的产品

P.38特种灰是为通用灰不适用的特定应用而配制的。每种产品都经过广
泛的测试，以确保您拥有适合您工作的产品。

特殊功能灰特殊功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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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重量 瓶 /箱

P38FGF/900 P.38玻纤灰 黄色 900毫升罐装 1.28千克 8

玻纤灰
P.38玻纤灰是双组份可砂光玻纤灰，非常适用于钢和GRP等表面的小孔和
锈迹，提供了坚固耐用表面和防水密封。

特性与优点
•提供了坚固耐用的表面
•易打磨易塑型
•套装包含固化剂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HBP/AL P.38厚膜底漆 灰色 450毫升自喷罐 6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HGC/AL P.38高光泽清漆 透明 450毫升自喷罐 6

高性能中途底漆
在上面漆之前，P.38高性能中途底漆提供了一个光滑的表面。用在完全固化
的油漆、聚酯填料、GRP和金属上，以进行现场和快速修补。

特性与优点
•光滑的表面
•快速干燥
•容易使用

高光清漆
P.38高光清漆既有2K功能，又有自喷罐的方便性。易于使用，十分适用于现场修
补、后视镜盖、门把手和模制品。

特性与优点
•高光泽度
•抗紫外线
•快速干燥

P.38	自喷罐系列
P.38自喷罐系列包括十分适合在修补之前使用的底漆以及十分适用
于现场修补、后视镜盖、门把手和模制品的清漆。 自喷罐快速、方便和
高效，是您的工作的理想选择。

自喷罐自喷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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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EP/AL P.38酸蚀底漆 灰色 450毫升自喷罐 6

酸蚀底漆
P.38酸蚀底漆提升油漆与镀锌钢和铝等不同底材的附着力。快速干燥，十分
适用于在上色漆之前打磨底漆、新的裸露面板以及在施加密封剂之前上在
裸露缝隙中。

特性与优点
•快速干燥
•不需要砂光
•容易涂敷



固化剂
与2K底漆与清漆配合使用。

P.38涂料系列
P.38涂料系列包括固化剂、提供长期耐用性的高固体份清漆、底漆以
及采用现成的1K配方可再现厂家最初的石击防护层的防石击涂料。

涂料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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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2KP/4 P.382K底漆 灰色 4升罐装 2

2K底漆
P.382K底漆是一种快速干燥的多用途底漆，适合于整个面板应用的现场修补，
可应用于大多数底材。

特性与优点
•快速干燥
•良好的成膜性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FH/1 P.38快干固化剂 无色 1升罐装 6

P38STH/1 P.38标准固化剂 无色 1升罐装 6

P38SLH/1 P.38慢干固化剂 无色 1升罐装 6

P38FH/25 P.38快干固化剂 无色 2.5升罐装 4

P38STH/25 P.38标准固化剂 无色 2.5升罐装 4

P38SLH/25 P.38慢干固化剂 无色 2.5升罐装 4



P.38涂料系列

涂料涂料

1514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2KC/5 P.382KHS清漆 无色 5升罐装 2

代码 产品名称 颜色 大小 瓶/箱

P38SCP/1 P.38防石击涂料 黑色 1升瓶装 12

防撞漆
P.38防撞漆是一种坚固耐用的涂料，采用现成的1K配方可再现厂家最初的石击防护
层。

特性与优点
•防锈
•可套涂

2K	HS清漆
P.382KHS清漆是一种高品质高光泽高厚膜涂料，涂在底漆上，具有优异的耐
紫外线性和长期耐用性。

特性与优点
•高光泽度
•高度抗紫外线
•耐候性好

P.38涂料系列采用最优质的欧洲树脂制成，具有卓越的性能，适合各
种应用，提供了卓越、均匀的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