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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商用贴膜解决方案
中国轨道交通行业

在现代轨道交通市场上，一个周到的解决方案，可以促

开始服务中国轨交客户，从起初的腰线与盲窗的贴膜

车维修保养与翻新，实现车辆良好品质。

贴膜……我们通过不断实践、学习与完善，可以保证优质

进车辆在生产阶段就展现出优异的性能，同时兼顾旧

3M在国内、外轨交市场已扎根多年，尤其在车辆表面

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 (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 Co.)成立于1902年，总部位于
美国明尼苏达圣保罗市。
• 2017年全球销售额317亿美元，60%来自国际市场业务
• 研发及相关投入17亿美元，约占全球6%的销售额
• 业务遍及全球200+国家
• 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

• 1984年3M中国成立于上海

3M以科技举百业
3M以产品兴万家
3M以创新利个人

装饰应用领域，我们的商用贴膜解决方案已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并取得成功。自2001年起，3M商用贴膜业务

应用，到整车贴膜取代喷漆，再到主题车内外画面装饰

产品的供应，这也是3M™ MCS™ Warranty 3M质保体
系的保证。此外，我们的专家会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技术
咨询与标准化施工人才的培育。

标记和线路识别

帮助乘客快速识别车辆线路及列车信息。

表面保护

装饰及宣传

保护车辆表面（包括
玻璃）免受人为破坏、
机械损伤及气候环境
的影响。

乘客舒适度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降低车内热量，

改善乘客舒适度。

打造车辆优美外观，作为城
市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助
力当地城市文化宣传。

安全

为乘客及工作人员提供
更多行车安全与保障。

具有保护作用的3M保护膜可以保护车辆内部和
外部表面免受气候、环境、破坏行为的影响，并能够形
成一个保护屏障，确保表面长时间保持良好状态。

3M贴膜不仅可以在轨交车辆表面进行贴膜标
记，用于车辆信息提醒，还可以贴不同颜色的腰线、盲
窗贴膜进行车辆线路区分。

基础保护膜

打印贴膜

保护车体免受环境影响，例如砂石冲击。

可实现高效施工：带有Controltac™ （易定位）、Comply™（微
导气槽）功能，支持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轻松定位大面积的图
案，并在贴敷过程中轻松排出空气。

颜色透明，不同光泽可选：
高光

可与各类保护膜结合使用，三色可选：

哑光

白色

金属灰
透明

功能性保护膜
保持车体清洁，降低维护成本，免受气候影响，以及避免人为
破坏造成的损失。

Comply™(微导气槽)

颜色透明，具体功能如下：

Controltac™(易定位)+Comply™(微导气槽)

彩膜

耐污/易清洁

可实现高效施工：带有Controltac™（易定位）、Comply™（微
导气槽）功能，支持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轻松定位大面积的
图案，并在贴敷过程中轻松排出空气。

防涂鸦

可与各类保护膜结合使用，具备各种颜色。

纹理保护膜
具有特殊纹理的透明保护膜，能给车辆带来非凡的触感和装
饰效果。
颜色透明，五种纹理可选：
经典亚麻
纺织
白色冷杉
河床
皮纹

支持专色定制。

针对需要特殊图案装饰、复杂画面设计的车
辆，3M画面贴膜、内饰专用贴膜及玻璃装饰贴膜往
往是其选择之一，以确保车辆具备优美外观，作为城市名
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当地城市文化宣传。

内饰专用贴膜

耐用的内饰专用贴膜拥有数百种纹理设计和触感（包括木材、
大理石等）。
具备耐污、防刮擦功能。
支持各种花色定制。

画面贴膜（基础版）

在3M™ MCS™ Warranty质保体系下拥有长达9年的保修期。
可实现高效施工：带有Controltac™ （易定位）、Comply™（微
导气槽）功能，支持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轻松定位大面积的
图案，并在贴敷过程中轻松排出空气。
可与各类保护膜结合使用，三色可选：
白色
金属灰
透明

玻璃装饰贴膜

一款优质的玻璃装饰贴膜，拥有多种图案设计供选择。

画面贴膜（环保版）

采用环保材质，燃烧过程更清洁，有效保护环境，更易降解，
支持绿色回收，儿童接触更为安全，创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
生活环境。
在3M™ MCS™ Warranty质保体系下拥有长达9年的保修期。
可实现高效施工：带有Controltac™（易定位）、Comply™（微
导气槽）功能，支持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轻松定位大面积的
图案，并在贴敷过程中轻松排出空气。
绝佳的延展性。

白色，可与各类保护膜结合使用。

画面贴膜（反光版）

一种具有反光材质的装饰贴膜，给车辆带来非凡的装饰效果。

在3M™ MCS™ Warranty质保体系下拥有长达9年的保修期。
可实现高效施工：带有Controltac™（易定位）、Comply™（微
导气槽）功能，支持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轻松定位大面积的
图案，并在贴敷过程中轻松排出空气。
白色，可与各类保护膜结合使用。

贴膜产品可以有效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改
善车厢空气质量。此外，在炎热的天气下，可以降低
车厢内部温度，显著改善乘客舒适度。

作为知名的科技产品制造商，3M为轨交市场
客户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为轨交员工和乘客的
安全而设计。

各类贴膜产品

玻璃隔热膜

在炎热的天气下，通过阻隔车厢外的热量，可以降低车厢内
部温度，保持车内凉爽，显著改善乘客的舒适度，同时减少空
调能耗。
在保证光学清晰度的同时可以反射太阳光线，为乘客提供舒
适的车内光环境。

即使阳光照进车厢内，也可以减少眩光造成的人眼不适，提
供健康保护，保护视网膜，帮助缓解驾驶员用眼疲劳。

可以阻隔大量的紫外线，大大减少车内物品和设备的老化速度。
多种颜色可选：
透明
浅色
深色

3M贴膜产品的燃烧性能满足EN45545-2《轨道应用，轨道车辆防火-第2部分：材料和元件的防火性能要求》R1
HL3的要求。

防滑贴

有效降低在各种情况下滑倒的风险。

广泛用于轨交车辆的车门入口、盥洗室以及车厢顶
部，为车辆检修人员及乘客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

提供不同摩擦系数的版本，确保各类接触面的防滑性。
多种颜色可选：
透明

白色

黄黑警示

蓄光引导

另有功能性防滑贴可供选择：

黄色

黑色

玻璃安全防爆膜

防爆，即抗拉伸和防开裂。可以保护窗户玻璃免受损坏，增强
其抵抗冲击和抗压力的能力。
防止玻璃碎片飞溅，减少人身伤害。

在玻璃破碎时，帮助提高整体性，提升防穿透，防盗窃等能力。
多种颜色可选：
透明
浅色
深色

玻璃隐私膜

通过镜面效果实现隐私，帮助提升驾驶室的隐私性，为驾驶员
改善操作环境。

标准化施工人才培育
传授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及技巧，针对施工人员及施工单位，进行独立授权与考核，实现本地化/区域化
服务，合作伙伴覆盖全国。

授权认证体系

施工人员/施工单位的独立授权

专业的贴膜施工技巧

人员数据库的统一管理

阶梯式培训考核体系

资质评估和年度审核

长达9年画面质保服务
3M质保体系
3M™ MCS™ Warranty是被广泛被应用的贴膜产品质保体系，确保为打印成品提
供优质的画面质保。

3M公司在各个国家的各种气候条件下测试过3M贴膜产品的耐用性，故而，只要

通过3M授权认证的画面加工商，使用经3M认证的原装油墨，并在3M贴膜产品

上打印出来画面成品，该成品就支持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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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画面质保服务。

编号：

轨道交通画面

项目名称

最终用户

安装日期

施工地点

油墨类型

油墨品牌型号

打印机型号

保护膜型号

质保期限
项目应用描述
轨交车辆编号
申请日期

批准日期
产品名称

面积（平方米）

感谢您采用3M商用解决方案部材料制作贵公司轨道交通画面装饰及包覆。本公司将对其中3M材料部分提供相应期限
的品质保证。自安装日起，在正确的安装、维护情况下，在相应的品质保证期内，3M完美配合系统(3M™ MSC™ Warranty)
若发生以下情况，本公司将对3M材料部分作全额赔偿：
1.由于 3M 的生产、包装、运输而造成的质量问题；2.由于 3M 贴膜产品的背胶质量而导致不能正常贴覆到符合要求的基材
表面；3.由于用了 3M 规定的油墨、调色剂等而导致无法正常打印的问题；4.按照 3M 规定的方式进行裁切而产生的质量问
题；5.用了 3M 规定的油墨，导致过度褪色、脱色、开裂、龟裂、起翘、鼓泡、产品尺寸显著变化、无胶粘力、反光效果
不佳等问题。
如因人为损坏、使用或维护不当，未使用经 3M 认证的施工公司或个人安装，或不可抗力等因素造成的损坏，则不在本公司
担保之中。为追求完美品质，便捷之售后服务，我司和/或我司关联公司将根据客户要求，对上述产品在加工过程中提供相应的
技术指导和售后服务，以符合贵公司的品质规范。
（18 位编码为质保书唯一识别的编号）
欢迎至 http://www.3M.com.cn/cgd/查询质保信息

专业的施工培训

集合欧美日本的机车施工方案

服务网络体系

本地化/区域化服务

合作伙伴网络覆盖全国

3M贴膜产品的使用优势

轨交车辆的设计与制造趋势

结构轻便耐用

吸引眼球的车身设计
（3M专业画面设计服务）

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

YEARS

3M贴膜与喷漆的施工流程对比
贴膜
腻子

底涂

贴膜

喷漆
前处理

一道底漆

腻子

综合成本低

耐污，易清洁
车辆持久如新

无需喷漆房

3M专业画面设计

施工方便

长达9年
3M™MCS™ Warranty
质保体系

交叉作业
缩短工期

运营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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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

绿色环保

二道底漆

中涂漆

面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