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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
抛光剂

可用于快速消除汽车漆面和漆器的砂纸磨
痕和细微缺陷。

要想获得更精细的上光效果，以及去除旋纹、雾
纹并进一步提高黑色漆面的光泽度，可继续使用
以下抛光剂抛光 ：

与 G360 超快抛光剂一起用于汽车清漆

与 G360 超快抛光剂一起用于汽车清漆

•	 	无需使用 P3000 砂纸	-	永久消除 P1500 砂纸磨痕（搭配
G	Mop 超高切抛光盘）

•	 	超快速抛光	-	快速永久消除诸如旋纹等痕迹（G	Mop 黄
色海绵抛光盘）

•	 使用过程中保持透明	-	可观察缺陷消除的过程
•	 使用轻松顺滑	-	快速抛光的出色处理
•	 获得出色的高光泽表面
•	 抛光过程无需使用水

G Mop 高切抛光盘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

G360 超快镜面抛光剂

75 mm / 3” GMC350 (78072708948) 
150 mm / 6” GMC650 (78072700153)

75 mm / 3” GMC312 (78072700149) 
150 mm / 6” GMC624 (78072700152)
200 mm / 8” GMC812 (78072708718)

75 mm / 3” GMF301 (78072700154) 
150 mm / 6” GMF624 (78072700156)
200 mm / 8” GMF801 (78072700177)

500 ml SFF501 (78072754240) 
1 L SFF101 (78072700138)

CAP101 (78072766935)

500 ml G3W501 (78072700147) 
1 L G3W106 (78072708713)

100 g
500 g
1 kg

100 ml
500 ml
1 L

24 罐
12 瓶
6 瓶

24 罐
12 瓶

6 瓶

SFC106 (78072748150)
SFC501 (78072723937)
SFC101 (78072700162) 

SFF106 (78072760453)
SFF501 (78072754240)
SFF101 (78072700138) 

1500 - 1800rpm
800 - 1100rpm

1500 - 1800rpm

85

75

35

95
中等到高切削力 精细抛光

抛光
光泽

70

80

抛光
光泽

抛光
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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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快
镜面抛光剂

可用于快速消除汽车漆面和漆器的砂纸磨
痕和雾纹。

如欲抛光后获得超高光泽度和附加保护，
可选用 ：

如欲在抛光后进行专业清洁和增强光泽，
或在打蜡后增加保护效果，可选用 ：

•	 适合用于获得超高光泽上光效果
•	 	深色漆面的理想选择（在使用 G360 超快抛光剂时最后作

为最后一道抛光工序）
•	 彻底消除旋纹，提高光泽度
•	 使用过程中保持透明	-	可观察到表面处理的过程
•	 	几乎不进行擦拭	–	可减少接触漆面	 	注 ：这种精细抛光剂

不适合用于去除砂纸痕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

G3 保护蜡

清洁保护剂

与 G360 超快镜面抛光剂一起用于汽车清漆

75 mm / 3” GMC350 (78072708948) 
150 mm / 6” GMC650 (78072700153)

75 mm / 3” GMC312 (78072700149) 
150 mm / 6” GMC624 (78072700152)
200 mm / 8” GMC812 (78072708718)

75 mm / 3” GMF301 (78072700154) 
150 mm / 6” GMF624 (78072700156)
200 mm / 8” GMF801 (78072700177)

500 ml SFF501 (78072754240) 
1 L SFF101 (78072700138)

CAP101 (78072766935)

500 ml G3W501 (78072700147) 
1 L G3W106 (78072708713)

100 g
500 g
1 kg

100 ml
500 ml
1 L

24 罐
12 瓶
6 瓶

24 罐
12 瓶
6 瓶

SFC106 (78072748150)
SFC501 (78072723937)
SFC101 (78072700162) 

SFF106 (78072760453)
SFF501 (78072754240)
SFF101 (78072700138) 

1500 - 1800rpm
800 - 1100rpm

1500 - 1800rpm

85

75

35

95
中等到高切削力 精细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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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P506 (78072700172)
G3P101 (78072700146)

  中等到高切削力 

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E524 (78072723901)
G3E124 (78072723895)

  中等到高切削力 

250 g
400 g
1.2 kg
3 kg

24 罐
12 罐
12 罐

4 罐

G3-250 (78072709133)
G3-400 (78072700140)

G3-1200 (78072723434)
G3-3000 (78072700139) 

中等到高切削力

500 ml
1 L

12 瓶
6 瓶

AG3-700 (78072723910)
AG3-1400 (78072708715)

中等到高切削力

Premium
抛光剂

EXTRA PLUS
抛光剂

•	 适用于所有漆面类型
•	 	适合第 1 阶段的持久强力切削 ：抛光	

（900	-	1300rpm）
•	 使用方便、安全 -- 不拖泥带水、不沾污、不起尘、不飞溅
•	 特别容易和快速擦拭干净
•	 	在第 2 阶段使用 G	Mop 镜面海绵盘时尤其可以获得出色

的光泽度 ：镜面抛光（800	-	1100rpm）

•	 快速获得永久性效果	-	不含填充剂
•	 即使在硬面漆面上也能获得出色的切削效果
•	 可消除 P1500 或更细的砂纸磨痕，获得良好的光泽效果
•	 几乎不飞溅，使用 G	Plus 抹蜡布轻松擦拭干净

推荐海绵盘 ：
G Mop 高切海绵抛光盘（第 8页）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第 9-10页）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第 10页）

推荐海绵盘 ：
G Mop 高切海绵抛光盘（第 8页）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第 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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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P506 (78072700172)
G3P101 (78072700146)

  中等到高切削力 

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E524 (78072723901)
G3E124 (78072723895)

  中等到高切削力 

250 g
400 g
1.2 kg
3 kg

24 罐
12 罐
12 罐
4 罐

G3-250 (78072709133)
G3-400 (78072700140)
G3-1200 (78072723434)
G3-3000 (78072700139) 

中等到高切削力

500 ml
1 L

12 瓶
6 瓶

AG3-700 (78072723910)
AG3-1400 (78072708715)

中等到高切削力

经典
膏状剂 

液态剂

•	 快速获得永久性效果	-	不含填充剂
•	 可靠切削，可消除 P1500 或更细的砂纸磨痕
•	 可与 G3 镜面还原细蜡配合用于深色漆面的高光泽系统
•	 不含硅	-	确保维修车间安全
•	 可手工使用（G	Plus 抹蜡布），也可机器使用

•	 快速获得永久性效果	-	不含填充剂
•	 可靠切削，可消除 P1500 或更细的砂纸磨痕
•	 可与 G3 镜面还原细蜡配合用于深色漆面的高光泽系统
•	 不含硅	-	确保维修车间安全
•	 可手工使用（G	Plus 抹蜡布）也可机器使用

推荐海绵盘 ：
G Mop 标准抛光盘（第 11页）
G Mop 白色海绵抛光盘（第 11页）

推荐海绵盘 ：
G Mop 标准抛光盘（第 11页）
G Mop 白色海绵抛光盘（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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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F501 (78072700143)
G3F101 (78072700141)

500 ml
1 L
1 美制加仑

12 瓶
 6 瓶
2 瓶

G3W501 (78072700147)
G3W106 (78072708713)

G3W118

精细抛光 高光泽和保护

 6 瓶CAP101 (78072766935)

5

镜面
抛光剂

威光
保护蜡

•	快速消除 P3000 或更细的砂纸磨痕
•	永久消除旋纹和雾纹
•	修复轻微氧化的漆面和暗淡表面
•	可手工使用（G	Plus 抹蜡布），也可机器使用
•	易于清洁，几乎无飞溅或落灰

•	 让各种完全固化漆面获得卓越的光泽度
•	 轻松抹蜡，获得不会变干并且可快速擦掉的保护层
•	 既可机器使用也可手工使用
•	 长达 3 个月的持久保护

推荐海绵盘 ：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第 10页）

推荐海绵盘 ：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第 10页）
G Plus 抹蜡布（第 13页）



500 g
1 kg

12 瓶
 6 瓶

G3F501 (78072700143)
G3F101 (78072700141)

500 ml
1 L
1 美制加仑

12 瓶
 6 瓶
2 瓶

G3W501 (78072700147)
G3W106 (78072708713)

G3W118

精细抛光 高光泽和保护

 6 瓶CAP101 (7807276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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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且无摩擦的清洁剂，其可让所有漆面、胶衣、玻璃和装饰件
获得高光泽度并提供持久保护。

强力清洁剂 - 迅速去除油漆、玻璃、橡胶和塑料上的化合物和胶带残留物、

指纹和灰尘，甚至可以清除鸟粪之类的难除污染物。

光泽增强剂 – 制造透明均匀的保护层，确保更清澈、更深层的亮度。

保护屏障 - 为表面添加无硅保护层，提供持久的水珠效果和易于清洁的

特性。

清洁
保护剂



极致切削力

1 包 x 12
1 包 x 12

3 包 x 6
1 包 x 12

GMW811 (78072700175)
GMW816 (78072700174)
GMC350 (78072708948)
GMC650 (78072700153)

从高到极致切削力
高切削力

3 包 x 6
1 包 x 24
1 包 x 12
5 包 x 6

1 包 x 12
1 包 x 12

GMC309 (78072700180)
GMC628 (78072756718)
GMC818 (78072716496)
GML301 (78072700157)
GML601 (78072700158)
GML801 (78072700176)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曲边羊毛 
抛光盘

超高切削抛光盘

•	 100%	纯羊毛，4	股线曲边羊毛
•	 曲边羊毛可获得更高精细度
•	 单面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	 双面	-	可与 G	Mop 螺栓转接器配合使用

•	 P1500 极快切削
•	 	海绵和工程纤维组合令面板保持凉爽的同时还减少了阻

力，提高了使用便利性
•	 沿轮廓滑动的出色操控性和灵活性
•	 出色的耐用性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G Mop 曲边羊毛抛光盘（200	mm	/	8”-单面）
G Mop 曲边羊毛抛光盘（200	mm	/	8”-双面）
G Mop 超高切抛光盘（75	mm	/	3”）
G Mop 超高切削抛光盘（150	mm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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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切削力

1 包 x 12
1 包 x 12
3 包 x 6

1 包 x 12

GMW811 (78072700175)
GMW816 (78072700174)
GMC350 (78072708948)
GMC650 (78072700153)

从高到极致切削力
高切削力

3 包 x 6
1 包 x 24
1 包 x 12

5 包 x 6
1 包 x 12
1 包 x 12

GMC309 (78072700180)
GMC628 (78072756718)
GMC818 (78072716496)
GML301 (78072700157)
GML601 (78072700158)
GML801 (78072700176)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高切海绵抛光盘 羔羊毛抛光盘

•	 高切削和出色的耐用性
•	 适合 “ 干抛光 ” 的开孔结构化合物
•	 	GMC618 & GMC818	- 卓越的操控性和柔韧性，在表

面轮廓上操作顺畅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	 适合干用抛光剂
•	 	切削良好，比曲边羊毛抛光盘有更精细的光洁度，留下旋

纹痕迹更少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G Mop 高切海绵抛光盘（75	mm	/	3”）
G Mop 高切海绵抛光盘（150	mm	/	6”）
G Mop 高切海绵抛光盘（200	mm	/	8”）
G Mop 羔羊毛抛光盘（75	mm	/	3”）
G Mop 羔羊毛抛光盘（150	mm	/	6”）
G Mop 羔羊毛抛光盘（200	mm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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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150 mm / 6” 1 包 x 12GMC622 (78072769182)

5 包 x 6
2 包 x 12
1 包 x 12 
5 包 x 6

2 包 x 12
1 包 x 12

GMC312 (78072700149)
GMC624 (78072700152)
GMC812 (78072708718)
GMF301 (78072700154)
GMF624 (78072700156)
GMF801 (78072700177)

超精细切削力

9

黄色海绵抛光盘

•	 出色的切削和光泽度
•	 具有出色的可见性和操控性
•	 	可抛光靠近面板边缘和饰边以及把手周围等难以触及的部位
•	 	卓越的操控性和柔韧性，在表面轮廓上操作顺畅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从精细到高切削力

150 mm / 6” 1 包 x 12GMC622 (78072769182)

5 包 x 6
2 包 x 12
1 包 x 12 
5 包 x 6

2 包 x 12
1 包 x 12

GMC312 (78072700149)
GMC624 (78072700152)
GMC812 (78072708718)
GMF301 (78072700154)
GMF624 (78072700156)
GMF801 (78072700177)

超精细切削力

10

黄色海绵抛光盘 黑色镜面抛光盘

•	 出色的切削力和光泽度
•	 可与湿用或干用抛光剂配合使用
•	 	GMC624	- 卓越的操控性和柔韧性，在表面轮廓上操作

顺畅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	 柔软的开孔结构
•	 轻切削，高光泽表面
•	 	GMF624 - 卓越的操控性和柔韧性，在表面轮廓上操作

顺畅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75	mm	/	3”）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150	mm	/	6”-柔性）
G Mop 黄色海绵抛光盘（200mm	/	8”）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75	mm	/	3”）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150	mm	/	6”-柔性）
G Mop 黑色镜面抛光盘（200	mm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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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 x 12
1 包 x 24
1 包 x 12

AGM-CF (78072723914)
GMC606 (78072708717)
SGM-14 (78072708911)

高切削力 高切削力 高切削力

1 个转接器
1 个转接器
1 个转接器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GMA014 (78072700181)
GMA058 (78072709110)
GMA016 (78072745655)
GMB146 (78072700148)
GMB586 (78072715924)
GMB166 (78072715925)
GMB814 (78072709129)
GMB858 (78072708721) 
GMB816 (78072724089)

高级
海绵
抛光盘

白色
海绵
抛光盘

标准
抛光盘

•	 适合快速抛光的双层海绵
•	 	可与 G	Mop 标准后托盘配合使用

（AGM-BP14	-	14	mm 螺纹）

•	 适合湿抛光的闭孔结构
•	 较高的切削和光泽
•	 物超所值
•	 可与 G	Mop 柔性后托盘配合使用

•	 物超所值
•	 确保长寿命的卓越品质

G Mop 高级海绵抛光盘（150	mm	/	6”）
G Mop 白色海绵抛光盘（150	mm	/	6”）
G Mop 标准抛光盘（150	mm	/	6”-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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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 x 12
1 包 x 24
1 包 x 12

AGM-CF (78072723914)
GMC606 (78072708717)
SGM-14 (78072708911)

高切削力 高切削力 高切削力

1 个转接器
1 个转接器
1 个转接器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1 只盘

GMA014 (78072700181)
GMA058 (78072709110)
GMA016 (78072745655)
GMB146 (78072700148)
GMB586 (78072715924)
GMB166 (78072715925)
GMB814 (78072709129)
GMB858 (78072708721) 
GMB816 (78072724089)

螺栓转接器

柔性
后托盘

•	 	用于将双面抛光盘固定到 
G	Plus 电动抛光机上

•	 螺丝配合设计

•	 	用于将单面 /“ 钩环 ” 抛光盘
固定到 G	Plus 电动抛光机上

•	 柔韧，适合难以抛光的部位
•	 	可优化 G	Mop 羔羊毛抛光盘

和柔性抛光盘的性能

G Mop 螺栓转接器（14	mm螺纹）
G Mop 螺栓转接器（5/8”螺纹）
G Mop 螺栓转接器（16	mm螺纹）
适用于 150 mm / 6”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14	mm螺纹）
适用于 150 mm / 6”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5	/	8”螺纹）
适用于 150 mm / 6”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16	mm螺纹）
适用于 200 mm / 8”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14	mm螺纹）
适用于 200 mm / 8”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5	/	8”螺纹）
适用于 200 mm / 8”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16	mm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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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灰尘和污垢

12 盒
1 盒

25 瓶

20 把刷子
1 盒 of 24 支笔

FC-3 (78072700136)
FC-100 (78072709136)

WSB (78072700142)

1090005 (78072700135)
AP-5YW (78072709135)

抹蜡布 喷壶

•	 分散均匀
•	 	确保使用清洁水，避免造

成污染
•	 	可与任何可喷洒液体配合

使用

G Plus 抹蜡布（3块布）
G Plus 抹蜡布（100块布）
G Plus 喷壶（6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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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灰尘和污垢

12 盒
1 盒

25 瓶

20 把刷子
1 盒 of 24 支笔

FC-3 (78072700136)
FC-100 (78072709136)

WSB (78072700142)

1090005 (78072700135)
AP-5YW (78072709135)

抛光盘清洁刷 记号笔

•	 用于在抛光机旋转时快速轻松清洁抛光盘
•	 避免残留物、干燥抛光剂和其他污染物影响下一次抛光
•	 疏通泡沫微孔，确保不会降低切削或光泽效果

•	 工作标记的理想选择
•	 适合用于车身和玻璃的不染色笔
•	 不会被雨水冲刷，但可用湿布擦掉

G Plus 抛光盘清洁刷
G Plus 记号笔（5	mm笔尖，黄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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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op 75 mm / 3” 

1 台机器

1 只盘

1 块电池
1 个充电器

FG-MINIPOL-ADV
(78072700137)

AM1645

MBA006 (78072709180)
MCU006

G Mop 75 mm / 3” 

G Mop 75 mm / 3” 

G Mop 75 mm / 3” 

USE WITH

3”

APPLICATO

RS

1 盒 100 片布
1 盒 100 片布

1050200 (78072710927)
1050100 (78072710926)

脱脂布 抛光布

•	 喷漆前清洁操作的理想之选
•	 不起毛，几乎不掉毛
•	 特别适合与水性脱脂剂配合使用
•	 高吸水性 —— 可吸收 9 倍于其重量的水 / 溶剂

•	 特别适合去除釉料和抛光剂
•	 高吸水性
•	 耐溶剂
•	 不伤表面

G Wipe 脱脂布 
G Wipe 抛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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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Mop 75 mm / 3” 

1 台机器

1 只盘

1 块电池
1 个充电器

FG-MINIPOL-ADV
(78072700137)

AM1645

MBA006 (78072709180)
MCU006

G Mop 75 mm / 3” 

G Mop 75 mm / 3” 

G Mop 75 mm / 3” 

USE WITH

3”

APPLICATO

RS

1 盒 100 片布
1 盒 100 片布

1050200 (78072710927)
1050100 (78072710926)

AC DELCO
便携式抛光机

•	 特别适合抛光小面积部位
•	 电池寿命长
•	 锂离子电池
•	 提供备用碳刷

•	 适合干用抛光剂
•	 	切削良好，光洁度优于曲边羊毛
GML301（78072700157）

•	 高切和快速，极佳光泽
•	 适合 “ 干抛光 ” 的开孔结构
•	 出色的耐用性
GMC309（78072700180）

•	 出色的切削和光泽
•	 可湿用或干用
GMC312（78072700149）

•	 SOP 的开孔结构
•	 轻型切削力，高光泽表面
GMF301（78072700154）

75	mm 无线便携式抛光机是一款特
别适合 SMART 维修工作的多功能轻
型机器。
选配侧把手可允许两种方便舒适的
操作姿势， 该工具配有充电器、备
用电池、手提箱、羊毛和泡沫抛光盘、
两个 Velcro 后托盘和砂纸。

便携式抛光机

备用 3” 后托盘
（M6附件）

备用电池
备用充电器

羔羊毛抛光盘

高切削抛光盘

黄色海绵抛光盘

黑色镜面抛光盘



1 台机器
1 台机器
1 根电缆
1 根电缆
2 包 x 1

1 台机器
1 台机器
1 根电缆
1 根电缆

1 只后托盘

GPT003
GPT002 (78072700159)

GPT112
GPT106 (78072709182)
GPT101 (78072709178)

GPT203
GPT202 (78072729810)
GPT184 (66261170623)
GPT178 (66261170622)
GPT172 (66261170620)

IN
C

LU
DES A FREE

BACK PLATE

IN
CLU

DES 3 FREE

DA PADS

5M 5M

15

17

轻重量型
（2.2 公斤）

转速范围 
700 - 2500rpm

旋转式

5M 电源线
（英国或欧盟插头）

动力十足 /
高扭矩

220 - 240V~
(50/60Hz)

电动同心抛光机

•	 重量轻但动力十足
•	 转速范围宽
•	 低振动
•	 长电源线
•	 M14 主轴
•	 	可与任何 150	mm/6” 和 200	mm/8”	

G	Mop 海绵抛光盘一起使用

适用于 6”/150	mm 抛光盘的
G	Mop 柔性后托盘

（14	mm 螺纹）
GMB146 (78072700148)

G Plus 电动抛光机（UK-5m，G型插头）
G Plus 电动抛光机（EU-5m，C型插头）
G Plus 替换电缆（UK-5m，G型插头）
G Plus 替换电缆（EU-5m，C型插头）
G Plus 备用碳刷（适用于英国和欧盟机器）



1 台机器
1 台机器
1 根电缆
1 根电缆
2 包 x 1

1 台机器
1 台机器
1 根电缆
1 根电缆

1 只后托盘

GPT003
GPT002 (78072700159)

GPT112
GPT106 (78072709182)
GPT101 (78072709178)

GPT203
GPT202 (78072729810)
GPT184 (66261170623)
GPT178 (66261170622)
GPT172 (66261170620)

IN
C

LU
DES A FREE

BACK PLATE

IN
CLU

DES 3 FREE

DA PADS

5M 5M

15

18

5M 电源线
（英国或欧盟插头）

15 mm
偏心距

轻重量型
（2.6 公斤）

转速范围
2000 - 4500opm

轨道式 /
双作用

低振动

220 - 240V~
(50/60Hz)

DA 震抛机

•	 重量轻，可减少肌肉疲劳
•	 采用 SoP 启动马达，可避免飞溅
•	 转速稳定	-	恒速输出
•	 人体工学设计
•	 	123	mm 的多孔后托盘方便空气流动，

有助于保持较低的抛光温度
•	 	CNC 加工的配重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振

动和用户的疲劳感

G3 Pro 超细纤维抛光盘
7502（78072729804）
G3 Pro 海绵抛光盘

7503（78072729807）
G3 Pro 海绵抛光盘

7504（78072729808）

G Plus 电动同心抛光机（UK-5m，G型插头）
G Plus 电动同心抛光机（EU-5m，C型插头）
G Plus 替换电缆（UK-5m，G型插头）
G Plus 替换电缆（EU-5m，C型插头）
G Plus 备用后托盘（适用于英国和欧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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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500 ml
1 L

500 ml
7500 (78072729773 )
7506 (78072729809 )

7501 (78072729802 )

38.2 （配方编号） 68.2

150 mm / 6” 7502  (78072729804 )

150 mm / 6” 7503  (78072729807 )

150 mm / 6” 7504  (78072729808 )

永久性效果 - 不含硅

去除划痕、擦伤、旋纹和雾纹

修复氧化和暗淡漆面

低粉尘和飞溅

可与双重功能和抛光机配合使用

使用过程中保持透明 - 可观察缺陷消除的过程

（配方编号）
改善漆面色彩和光泽

可与双重功能和抛光机配合使用

高度润滑 - 轻松在表面上均匀滑动和切削

改善漆面色彩和光泽

去除深色漆面的雾纹和旋纹等
 细微缺陷

高度润滑 - 轻松在表面上均匀
 滑动和切削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G3 PRO
D.A. 抛光剂

G3 Pro 超细纤维抛光盘

G3 Pro 海绵抛光盘

方便使用， 低粉尘漆面修正液， 非常适合细
节美容
G3	Pro	D.A. 抛光剂是一款采用快蜡独有工程磨料技术快
速消除表面缺陷的高效漆面修正液。

	12	瓶
	6	瓶

•	 高切削
•	 适用于硬质 OE 漆面

（与 G3	Pro	DA 抛光剂配合使用时）

•	 中等到高切削
•	 OE 和修补漆面的理想选择

（与 G3	Pro	DA 切削抛光剂配合使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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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500 ml
1 L

500 ml
7500 (78072729773 )
7506 (78072729809 )

7501 (78072729802 )

38.2 （配方编号） 68.2

150 mm / 6” 7502  (78072729804 )

150 mm / 6” 7503  (78072729807 )

150 mm / 6” 7504  (78072729808 )

永久性效果 - 不含硅

去除划痕、擦伤、旋纹和雾纹

修复氧化和暗淡漆面

低粉尘和飞溅

可与双重功能和抛光机配合使用

使用过程中保持透明 - 可观察缺陷消除的过程

（配方编号）
改善漆面色彩和光泽

可与双重功能和抛光机配合使用

高度润滑 - 轻松在表面上均匀滑动和切削

改善漆面色彩和光泽

去除深色漆面的雾纹和旋纹等
 细微缺陷

高度润滑 - 轻松在表面上均匀
 滑动和切削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G3 PRO
D.A. 镜面
抛光剂

去除镜面上光效果的细微瑕疵

G3	Pro	D.A.	镜面抛光剂是一款采用快蜡独有研磨技术去
除细微瑕疵以及打造镜面光泽效果的轻型研磨液。

•	 高切削
•	 适用于硬质 OE 漆面

（与 G3	Pro	DA 抛光剂配合使用时）

•	 中等到高切削
•	 OE 和修补漆面的理想选择

（与 G3	Pro	DA 切削抛光剂配合使用时）

	6	瓶

G3 Pro 海绵抛光盘

•	 精细切削
•	 OE 和修补漆面的理想选择

（与 G3	Pro	DA 镜面抛光剂配合使用时）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功能强大的 PH 中性清洁剂

清洁 铁粉去除剂

500 ml
5 L

500 ml
5 L

7205 (78072706525 )
7254 (78072765384 )

7209 (78072706610 )
7256 (78072765288 )

铁粉去除剂

紧贴车轮发挥最大功效

清洁 仅供维护使用

功能强大、且无需接触的维护清洁剂

强大的发泡作用

软化和去除污垢

G3 PRO
轮毂清洁剂

功能强大的 PH 中性清洁剂可紧贴车轮，
发挥最大功效

6	瓶
1	瓶

•	 强大的发泡作用
•	 含有特殊润滑剂，使用时轻松顺畅
•	 疏水性保护
•	 安全适用于所有光泽表面 / 上光漆面

21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功能强大的 PH 中性清洁剂

清洁 铁粉去除剂

500 ml
5 L

500 ml
5 L

7205 (78072706525 )
7254 (78072765384 )

7209 (78072706610 )
7256 (78072765288 )

铁粉去除剂

紧贴车轮发挥最大功效

清洁 仅供维护使用

功能强大、且无需接触的维护清洁剂

强大的发泡作用

软化和去除污垢

无溶剂、强效、多功能清洁剂

G3 PRO
雪花清洁泡沫

6	瓶
1	瓶

•	 通过浸泡和软化污垢避免表面划伤
•	 可生物降解且 PH 中性，适用于所有表面和漆面
•	 不会去除密封剂和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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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PRO
高亮香波

软化和去除污垢， 保持高光泽度效果

•	 强大的发泡作用
•	 含有特殊润滑剂，使用时轻松顺畅
•	 疏水性保护
•	 安全适用于所有光泽表面 / 上光漆面

6	瓶
1	瓶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通过软化和去除污垢避免表面损坏

清洁和上光保护剂 浓缩 清洁 织物和硬质表面

超级强力

500 ml
5 L

500 ml
5 L

7252 (78072760454 )
7253 (78072765277 )

7199 (78072706510 )
77255 (78072765285 )

高发泡浓缩配方

打造高光泽效果

强效织物和硬质表面清洁剂

不含溶剂

分解油脂和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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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PRO
多功能清洁剂

无溶剂、强效、多功能清洁剂

•	 可深层清洁地毯和室内装饰品
•	 不会弄脏或导致橡胶、塑料和乙烯基变色
•	 适用于所有室内和室外表面
•	 高效的发动机舱清洁剂

6	瓶
1	瓶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通过软化和去除污垢避免表面损坏

清洁和上光保护剂 浓缩 清洁 织物和硬质表面

超级强力

500 ml
5 L

500 ml
5 L

7252 (78072760454 )
7253 (78072765277 )

7199 (78072706510 )
77255 (78072765285 )

高发泡浓缩配方

打造高光泽效果

强效织物和硬质表面清洁剂

不含溶剂

分解油脂和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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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清洁和保养 

500 ml 7200 (78072706513 ) 500 ml 7193 (780727 00134 )

清洁和上光保护 无水清洁剂

强大的发泡作用

含有天然羊毛脂油

保养和软化皮革

汽车细节美容开始或结束时的理想选择

与 G3 Pro 磨泥手套配合使用的快速清洁剂

让上光漆面宛如刚刚打蜡

G3 PRO
皮革清洁保护剂

含有保养和软化皮革的天然羊毛脂油

•	 强力发泡作用可深层清洁脏污区域
•	 渗入污垢使之易于擦拭
•	 让上光漆面焕然一新
•	 让不光滑表面保持原样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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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清洁和保养 

500 ml 7200 (78072706513 ) 500 ml 7193 (780727 00134 )

清洁和上光保护 无水清洁剂

强大的发泡作用

含有天然羊毛脂油

保养和软化皮革

汽车细节美容开始或结束时的理想选择

与 G3 Pro 磨泥手套配合使用的快速清洁剂

让上光漆面宛如刚刚打蜡

G3 PRO
快速清洁剂

无溶剂、强效、多功能清洁剂

•	 可深层清洁地毯和室内装饰品
•	 不会弄脏或导致橡胶、塑料和乙烯基变色
•	 适用于所有室内和室外表面
•	 高效的发动机舱清洁剂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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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搭配 G3 Pro 快速清洁剂使用的深层清洁工具

清洁

155 x 215 mm 7191 (78072706632 )

修复

500 ml 7251 (78072760456 )

去除顽固颗粒污染物

鸟粪和沥青的克星

轻度切削抛光剂

可去除旋纹、雾纹和细微缺陷

打造高光泽效果

G3 PRO
磨泥手套

去除顽固污渍的利器

•	 先进的橡胶聚合物技术
•	 	轻松去除油漆、挡风玻璃和前灯上难以清除的污垢、虫

渍、焦油斑点和暗色污染物
•	 使用寿命是传统黏土棒的 5 倍

12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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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搭配 G3 Pro 快速清洁剂使用的深层清洁工具

清洁

155 x 215 mm 7191 (78072706632 )

修复

500 ml 7251 (78072760456 )

去除顽固颗粒污染物

鸟粪和沥青的克星

轻度切削抛光剂

可去除旋纹、雾纹和细微缺陷

打造高光泽效果

G3 PRO
全能抛光剂

去除旋纹、雾纹、小瑕疵， 同时保持高
光泽度效果

•	 使用混合磨料去除氧化和其他造成光泽暗淡的缺陷
•	 在最终保护之前保留疏水层
•	 适用于喷漆、瓷漆、铬、塑料、玻璃等

6	瓶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修复

150 ml (paste)
500 ml (liquid)

500 ml
7163 (78072706501 )
7164 (78072706502 )

7195 (78072706506 )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消除磨损和浅划痕

简易应用⸺可手工或用抛光机使用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修复

恢复褪色表面效果

消除细小缺陷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G3 PRO
划痕去除剂

消除轻微划痕或改善深划痕

•	 永久性去除细小划痕
•	 即使经过多次洗涤，划痕也不会再现
•	 适用于所有喷漆、瓷漆和 GRP 表面
•	 该液体易于延展，特别适合大面积使用
•	 膏体较厚且易于控制，特别适合小面积使用

10	罐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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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修复

150 ml (paste)
500 ml (liquid)

500 ml
7163 (78072706501 )
7164 (78072706502 )

7195 (78072706506 )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消除磨损和浅划痕

简易应用⸺可手工或用抛光机使用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修复

恢复褪色表面效果

消除细小缺陷

永久性效果⸺不含硅

G3 PRO
漆面颜色重塑剂

去除旋纹、雾纹、小瑕疵， 同时保持高
光泽度效果

•	 	使用高级工程磨料永久去除诸如小划痕、旋纹、雾纹和
轻度氧化等微小缺陷

•	 恢复漆面光泽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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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清洁和上光保护 内饰和发动机

500 ml 7201 (78072706516 )

上光保护

500 ml 7213 (780727 06608 )

高度耐用性

不含硅

可安全用于任何轮胎壁

使用喷雾器、抹蜡布或清洁刷施用

不含硅，打造自然的出厂外观

可作为清洁发动机舱的敷料使用

G3 PRO
轮胎增亮胶

这款耐用型轮胎增亮胶可打造“焕然一
新”或“高亮光泽”的上光漆面

•	 方便使用刷子或轮胎海绵盘施用
•	 消除垂痕、滴水和条纹痕迹
•	 不含硅或颜料，保持橡胶透气
•	 可防止变色和过早开裂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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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清洁和上光保护 内饰和发动机

500 ml 7201 (78072706516 )

上光保护

500 ml 7213 (780727 06608 )

高度耐用性

不含硅

可安全用于任何轮胎壁

使用喷雾器、抹蜡布或清洁刷施用

不含硅，打造自然的出厂外观

可作为清洁发动机舱的敷料使用

G3 PRO
塑料上光剂

适合橡胶、乙烯基和塑料的清洁和上光
剂， 让您获得宛如刚出厂的外观效果

•	 可去除污垢、灰尘、污渍以及很多其他污染物
•	 不会导致表面打滑
•	 干燥速度快，可获得出厂时的光洁度效果
•	 适合发动机舱的出色抛光剂

6	瓶

32



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上光保护 

500 ml 7166 (78072706504 ) 200 g 7177 (78072706631 )

上光保护 

高品质混合蜡

长达 4 个月的有效保护

简易上蜡，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操作

超高阶的混合蜡

长达 6 个月的保护

简易上蜡

G3 PRO
超亮棕榈液态蜡

一款易用顺滑的液态蜡， 为漆面提供耐
用的高光泽保护层

•	 含有可提供高强度保护的高级合成蜂蜡
•	 含有可快速抛光的褐煤蜡
•	 含有易于延展的石蜡
•	 打造持久高光泽表面。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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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上光保护 

500 ml 7166 (78072706504 ) 200 g 7177 (78072706631 )

上光保护 

高品质混合蜡

长达 4 个月的有效保护

简易上蜡，任何人都可以轻松操作

超高阶的混合蜡

长达 6 个月的保护

简易上蜡

G3 PRO
超亮棕榈膏蜡

一款超滑顺的蜡， 为漆面带来长效并且
高光泽度的保护层

•	 高度精炼蜡的完美混合物，上蜡顺畅
•	 采用包括巴西棕榈蜡在内的高级蜡制成

4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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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500 ml 7211 (78072706604 )

快速细节美容和保护

500 ml
5 L

7202 (78072706517 )
7257 (78072765289 )

清洁和上光保护上光保护 

快速、方便、持久

耐温

含有紫外线保护剂

施用简单快速

无污点和无条纹的表面效果

不含硅

G3 PRO
棕榈喷雾蜡

快速清洁并迅速获得一层保护性巴西棕
榈蜡

•	 不含硅 	-	不会弄脏橡胶或塑料
•	 可作为维护工作补充蜡的理想选择
•	 提高表面光泽度并延长之前的打蜡上光效果

6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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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车间安全 含硅 抛光 保护 光泽
500 ml 7211 (78072706604 )

快速细节美容和保护

500 ml
5 L

7202 (78072706517 )
7257 (78072765289 )

清洁和上光保护上光保护 

快速、方便、持久

耐温

含有紫外线保护剂

施用简单快速

无污点和无条纹的表面效果

不含硅

G3 PRO
玻璃清洁剂

强效清洁作用
获得无条纹、晶莹剔透的上光漆面

•	 	在使用车窗雨刷时，可穿透污垢、灰尘和路膜而不留下
污渍或条纹。

•	 可获得出色的透亮效果
•	 易于施用

6	瓶
1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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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

85 mm x 2 pads 7167 (78072706635 )

简单、安全的手工抛光和上光

可快速去除缺陷的白色切削抛光盘

可修复光泽度的黑色镜面抛光盘

G3 PRO
波浪海绵盘

轻松利用“修复”产品和蜡获得极致上
光效果

•	 减少操作工作量
•	 提升 G3	Pro 产品效能
•	 	独特的表面可最大限度减少浪费并确保在最短时间内达

到极致上光效果
注 ：为了确保波浪海绵盘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使用后请用
温水清洗，晾干并存放在密封塑料袋中。6	盒

37



施用

85 mm x 2 pads 7167 (78072706635 )

简单、安全的手工抛光和上光

可快速去除缺陷的白色切削抛光盘

可修复光泽度的黑色镜面抛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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