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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背后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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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膜领域的先锋与领袖

当拉文大学校园建设首个SHEERFILL®膜结
构时，这种轻质结构的永久膜就随之永远改
变了建筑历史。如今，拉文大学的学生中心和
剧院让SHEERFILL® 建筑膜独特的透光度、
耐用性和可持续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凭借全球范围超过7000万平方英尺（700万
平方米）安装面积，圣戈班以其成熟的技术专
长和丰富经验帮助您打造这个星球的下一个
地标建筑。

SHEERFILL 建筑物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建筑轮廓，
而其纯粹美感来自于SHEERFILL卓越的透光能
力，让经过色彩校正的室内充满开放、通透的感觉，
甚至连大型运动场馆和工业/企业设施都能够沐浴
天然的阳光。到了夜晚，SHEERFILL的背光亮度
打造出色彩绚丽的景观建筑标识，成为可以远距离
眺望的鲜明地标。

回溯到1973年

无论白天或黑夜，优势显而易见

sheerfill.com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盖桑分校/美国 亚利桑那州 斯科茨代尔

拉文大学/美国加州拉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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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出色的节能效果 

SHEERFILL可以透过高达20％的日光，且
不存在传统玻璃窗阳光直射问题，从而大
幅度降低了采光成本。其也成为首个获得能
源之星认证的建筑膜。即便在最为炎热的日
子，遮荫区域仍然保持明亮且凉爽。通过最
大限度减少制冷需求，SHEERFILL还可以
帮助大幅降低空调成本。

自清洁 低维护性
S H E E R F I L L上使用的聚四氟乙烯（或
PTFE）涂层可为材料提供极低的表面张力。
雨水或者简单地用水冲洗就可以轻松去除污
垢和灰尘。

该膜极易清洁的表面让其使用寿命期间几乎
不需要维护。并且它永远都不需要涂漆！

不可燃
SHEERFILL是使用玻璃纤维和PFTE两种
不可燃材料制造的，并且不需要防火或阻燃
添加剂。最终获得的复合材料达到或超过全
世界最严格的防火规范，并这一性能在其整
个使用寿命期间始终如一。

SHEERFILL作为永久性屋面材料之所以获
得认可，原因是其能够满足与任何常规屋面
材料相同的性能要求。当安全成为第一要务
时，解决方案唯有SHEERFILL。

SHEERFILL I

作为首款永久性建筑膜，SHEERFILL I始终是衡量所有其
他材料的基准。SHEERFILL I在此类膜产品中强度最高，
通常成为自由跨度较长且需要承载较高风或雪荷载结构的
首选产品。

SHEERFILL II

在强度与透光率之间达到最佳平衡的SHEERFILL II通常是
膜结构的首选，并且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SHEERFILL膜产
品。即使在最苛刻的环境也能保持正常使用，SHEERFILL 

II可靠使用的年限已经超过30年。

SHEERFILL V

SHEERFILL V不但具备适当的强度，还具有比SHEERFILL I

或II更高的透光率，特别适合较短跨度且要求不高的应用。
由于重量较轻，SHEERFILL V通常被用于檐篷和其他遮阳
结构，并且经过适当设计和支撑，其几乎可以用到任何尺寸
的结构上。



地标背后的品牌  现在走向全球

天生绿色 始终如一
相比努力拥抱“绿色”的其他企业，SHEERFILL®在40年前诞生之日就是天然绿色，对
于那些寻求节能产品以及致力于打造地球上最凉爽屋面的人们而言，SHEERFILL®成
为名副其实的“绿色”之选。

SHEERFILL是首个获得能源之星认证的建筑膜。SHEERFILL的太阳反射率为71％，
热辐射率为89％-太阳反射指数（SRI）超过90。对于那些期望LEED评分、较低的采光
和空调成本以及极低维护要求的人而言，只有一种建筑膜能够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那
就是SHEER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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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基于TiO
2
的革命性光催化涂层技术

EverClean®能够借助自然之力清洁环境，
保护地球的未来。利用太阳乃至雨水的力
量，我们的产品不仅具备出色的美学效果，
而且还可以改善日常生活，不会对环境和
生态造成伤害。

保持表面清洁
无论是大气中存在大量生活消耗和工业颗
粒物的城市地区，还是在干燥多尘的地区，
使用具有EverClean性能的SHEERFILL

就可以让地标建筑物始终保持清洁。因此即
环境充满挑战性，这款膜也可以保持优异的
日光性能。当紫外线照射到EverClean表面
时，羟基（.OH）和超氧自由基（O

2
-）就会氧

化膜表面上的有机物，雨水或水则可以协助
将其洗去。这样，定期清洁以及对环境有害
的清洁剂将完全成为历史。

通过去除NOx和SOx净化大气
TiO

2
技术用于EverClean，在紫外线的作用

下，通过化学还原过程将氮氧化物和硫氧化
物这两种大气污染物进行分解。这些存在于
废气和烟雾中的污染物是酸雨和城市臭氧
的主要成分，其反过来又会导致森林损毁和
人类健康受到伤害。EverClean在化学还原
过程释放出的硝酸根离子最终被冲洗到土
壤中成为植物肥料。EverClean具有抗菌、
防霉、防污和防臭的特性。不断产生的活性
氧会分解有机物质，让EverClean成为环保
型涂层。

空气净化原理

光催化作用 抗菌机制

氮气
氧化物 NOx
(NO1, NO2)

氧化和分解

细菌、油脂、污垢和其他污染物

光触媒层（TiO
2
+抗菌金属）

分解与纯化
活性氧

硝酸根离子
NO3 -

UV

.OH H2O.O2O2

e- h+

加拿大港广场
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温哥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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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MINATE 高透光膜

Illuminate高透光膜可用于需要高透光率和可见性的外墙和屋顶应用。Illuminate膜材是通过将PTFE膜层压到
PTFE涂覆的玻璃纤维上实现的。像其它SHEERFILL建筑膜一样，Illuminate不但具有水密性，而且防风，还具备
A级防火等级（不可燃）。网状玻璃纤维增强材料的使用确保了高强度、长寿命以及增色能力，而且对光透射或透明
度的影响最小。

ILLUMINATE 28 ILLUMINATE 48

Illuminate 28是Illuminate材料中强度最高的一款，有助于
实现更长的自由跨度以及更轻的结构重量。透光率超过30

％的Illuminate 28具有其他耐候性增强膜材料无法提供的
强度和可见度。

Illuminate 28 Silver除具有与Illuminate 28相同的高强度
和透明度外，还在增强玻璃纤维上涂覆金属银色的涂层。添
加到PTFE涂层内的银色颜料（或任何其他颜色）确实会稍
微降低透光率，但与传统无色素SHEERFILL膜相比，其透
光性仍然不俗。在传统SHEERFILL膜上添加色彩可以将光
透射率降至零。

Illuminate 48的透光率比传统SHEERFILL膜高出很多，甚
至比Illuminate 28还要高。凭借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和大约
50％的透光率，Illuminate 48让过去无法实现的抗拉结构
设计和实现方案成为现实。与Illuminate 28一样，这款材料
也可以添加颜色。

ILLUMINATE 28 SILVER

安联球场/美国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安联球场/美国 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



Al-Maktoum体育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优化的照明和遮荫
Illuminate高透光膜让高透光率的屋面或外墙成为可能，并且同时为建筑物内部设施及
其人员提供保护。对于一种规格无法完全满足所有需求的设计，利用多种类型的SHEER-

FILL材料可以在同一结构的不同区域获得不同水平的透光和遮荫效果-Illuminate实现可
见度和光线，传统SHEERFILL实现更多太阳反射，同时保持自然光散射。Illuminate和
SHEERFILL材料可提供不同的透光率，并可通过添加色彩提供定制的视觉外观。

经过验证的长期耐用性
Illuminate高透光膜采用两种经久耐用的可靠材料制造而成：玻璃纤维和PTFE。PTFE层
压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不受紫外线影响，并具有长期耐候性。增强玻璃纤维编织网的高抗拉
强度和抗撕裂性确保了各种形状和尺寸结构的长期可靠性。

安全性
Illuminate高透光膜是半透明、不可燃的材料。与所有SHEERFILL产品一样，其消防安全
性无与伦比。Illuminate符合世界上最严格的建筑规范要求，并在美国被评为A级防火。与
其他某些使用添加剂提高防火等级的材料不同，由玻璃纤维和PTFE制成的SHEERFILL

材料具有永久不可燃性，原因是其制造原材料本来就不具有可燃性。

确保持久美感的抗污能力
Illuminate高透光膜的视觉效果不受老化、气候、污染物或变色的影响。PTFE表层让Illu-

minate具有高度耐污染性。Illuminate让空气中可能腐蚀并破坏其他材料的颗粒物和化学
物质无法渗透。雨水的天然冲刷作用让材料表面保持清洁和明亮。

舒适
Illuminate高透光膜不但可以让天然光线进入室内，还可以保护室内人员免受风雨袭扰。
这种天然采光结合穿透材料的视觉效果既增强了受其保护人员的舒适度和幸福感，又保持
了与外界的连通。

更出色的多功能性和建筑实用性
Illuminate高透光膜是一种新型永久性建筑膜。Illuminate能够发挥很多传统的张拉结构
建筑特色-轻巧的长跨距结构、几乎无限的设计自由度、低维护成本和长寿命。其他透光率
更高的方案往往需要更多的结构和重量、维护和清洁，并且设计自由度有限。诸如ETFE气
枕等产品则需要复杂的充气系统确保已安装膜结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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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ERFILL®

SGM 遮阳网格膜
红牛竞技场/美国新泽西州 哈里森

SGM-30

SGM-30 PB

SGM-50

Magical/西班牙

SHEERFILL SGM遮阳网格膜材料可用于定制立面、模块化立面、遮阳结构、遮阳伞等。这种材料的网状结构可允
许更多光线进入空间，而且透气。SGM遮阳网布是由玻璃纤维和PTFE制成的复合材料。

SGM网格膜材料的名称源自于这种材料的近似透明的特性。虽然没有精确数据，但不同产品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
与其他SHEERFILL产品一样，其也可以在PTFE涂层中添加颜色。与“本色”（被太阳漂白为白色）型号的SGM网布
材料相比，着色型号的透光率会略有下降。

SGM-30不但是广受认可的顶部遮光膜材，也是出色的幕墙材料。SGM-30具有
出色的防火性能，并可用于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结构。SGM-30可提供广为人知的
SHEERFILL膜白色，以及银色和黑色，也可定制颜色。

并非所有遮阳应用都需要在建筑物外部实现，对于内部遮阳应用，SGM-30 PB

（预漂白）则是理想的解决方案。通过在涂覆之前对材料进行预漂白，就不用顾及
之后的天然紫外线漂白问题，SHEERFILL屋面膜暴露在阳光下之后就会从出厂
时的浅米色变成亮白色。

与SGM-30相比，SGM-50则是一款敞开的网布材料，其允许更多的光线和空气
通过，同时具备一定的遮阳和隐私保护功能。SGM-50具有出色的防火性能，可完
全放心用于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结构。SGM-50也可提供银色或黑色。



盘锦体育馆/中国 盘锦

精妙的照明和遮阳
SGM遮阳网格膜产品可用于构建具有较高透光率并让空气通过膜进行循环的室外遮阳结构
或外立面，从而最大程度减少热量蓄积。SGM网格膜可为从遮阳伞或顶蓬到体育场、停车场
和办公大楼外墙的小型和大型结构物提供遮阳。

经过验证的长期耐用性
SGM遮阳网格膜由玻璃纤维和PTFE这两种耐用材料制造而成。两种材料均不受紫外线影
响，并具备长期耐候性。由于该产品为开放式网孔，因此不会承受与全覆层PTFE膜产品（如
SHEERFILL）类似的高应力。

安全性
SGM遮阳网格膜达到A级防火等级，其针对永久建筑规范（包括防火规范）的整体性能与
SHEERFILL膜一致。此类材料固有的不可燃特性不会随时间降低。

确保持久美感的抗污能力
SGM遮阳网格膜的视觉效果不受老化、气候、污染物或变色的影响。其所采用的惰性低粘附
性PTFE涂层让SGM网布具有很高的耐污染性。SGM遮阳网布可以轻松释放其他材料吸附
的空气颗粒物和化学物质。雨水的天然冲刷作用让材料表面保持清洁和明亮。

舒适
使用SGM遮阳网格膜让整个立面都流通空气的结构设计，为使用者创造更舒适的空间。用于
体育场时，不仅可以为场内众多球迷创造更舒适的环境，而且还可以通过送入新鲜空气帮助
促进天然草坪的生长。

更出色的多功能性和建筑实用性
SGM遮阳网格膜为建筑师提供了全新的设计灵活性。各种裁切片可以组合成几乎无穷无尽
的几何形状，从而方便建筑师解决复杂的美学和功能性难题，同时打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美
观建筑物。



FABRASORB®
优势显而易见，甚至难以察觉 FABRASORB®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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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旗忠网球中心 中国上海 

隐形降噪
在使用SHEERFILL膜的屋面下方，不熟悉的人
员几乎无法察觉Fabrasorb的存在。作为运动场
和工业设施的理想之选，Fabrasorb在散射天然
光线的同时还可最大限度减少噪声干扰。

发表安静的演讲
在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安装情况下，Fabrasorb

顶篷将成为大型大厅和中庭功能性和吸引力的
焦点。各种形状的裁切片可以组合成几乎无限的
立体形状。

出色阻燃性
Fabrasorb是由玻璃纤维和PTFE制成的半透
明、不可燃多孔复合材料。其达到A类防火等
级。Fabrasorb在永久性建筑法规方面的整体性
能（包括防火规范）与SHEERFILL相仿。

改善气候条件
Fabrasorb通过在屋面的下方区域形成隔热的
空气层，改善膜材屋面系统的热学特性，即便在
烈日直射的高温天气也可以保持室内温度凉爽
舒适。

可用于传统建筑 

Fabrasorb不限于在张拉结构上使用。在更常规
材料（如玻璃或砖）的结构中其同样具备良好的
功能，并且可以天花或顶篷，乃至横幅的形式实
现。与其他SHEERFILL材料一样，其可选方案几
乎没有限制。

FABRASORB IA

FABRASORB IA具有更轻的重量以及更高的透光率，也
可以用于膜或传统结构。FABRASORB材料既可以用于
小型模块化墙板，也可以用于跨越大面积且可以过滤光线
和声音的预制墙板。

FABRASORB I

作为最初的隔音膜产品，FABRASORB I不但
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透光性能，也具有出色的隔
音性能。最初设计作为SHEERFILL屋面张拉膜
结构的下层使用，也可以在传统结构中使用。



圣戈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65年10月路易十
四批准在巴黎建立的“皇家制镜厂”。如今，圣
戈班已成为全球栖息地和建筑市场的领导者，
并且是全球设计、制造和分销建筑材料的前
100名大型工业集团之一，其所生产的建筑材
料为节能和环保领域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

随着1970年代初SHEERFILL的出现，圣戈班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建筑材料类别⸺永久性结
构膜。通过基于太空时代技术打造全新材料，
圣戈班让安装SHEERFILL屋面、外墙和内饰
膜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成为现实。PTFE和玻
璃纤维的使用不仅创造出具有无与伦比防火性
能的膜，还成就出可以持续使用50年而几乎无
需维护的可持续使用的膜材。无需使用刺激性
化学物质进行油漆或清洁，SHEERFILL让“易
于保养”的屋面产品得以推出和面世。

圣戈班在可持续性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随着2008年推出采用EverClean光催化面漆
的SHEERFILL这一首个具有真正自我清洁表
面功能的永久性膜，圣戈班集团在寻求可持续
且生态友好的建筑材料方面不断展示其领先
地位。EverClean表面不仅能够保持清洁、更
白、更明亮（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太阳反射率），
而且还有助于清洁空气。

 

2017年，SHEERFILL成为第一个发布PTFE

涂层建筑膜EPD（环境产品声明）的品牌，圣戈
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领导者地位因此继续得
到巩固。

圣戈班� 

隐藏在星球背后的品牌 

马赛维洛德罗姆球场
法国马赛



SHEERFILL 全球分布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1476号
电话：021-5472 1568
咨询邮箱：Sales.pplcn@saint-gobain.com

扫码了解更多

66

100
最具创新力的
企业之一

全球

945 8 1/4业务遍布

个国家 个生产基地 个主要
研发中心

的在售产品
5年前并不存在

PT/AM/AS/CN/V1/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