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喷枪 I 枪壶系统 I 呼吸保护设备 I 压缩空气过滤 I 辅助配件

风帽 喷嘴 枪针

喷嘴套装，包括风帽、喷嘴和枪针    

在出厂之前，每个喷嘴套装都由手工仔细喷涂检测过。只有完全更换整套喷嘴套装

才能保证连续的高质量喷涂效果。

订货号：请根据喷枪和喷嘴尺寸问询

水性油漆吹风筒
SATA dry jet 2

SATA 车底胶枪

配合一次性使用的车
底胶罐，简单、方便、
快速。

最佳喷涂气压：3巴；

耗气量：200升/分钟。

SATA 吹尘枪

订货号：15180

订货号：15156

订货号：15214

①SATA标准吹尘枪

②SATA低噪音吹尘枪

③SATA增大流量吹尘枪

水性油漆吹风筒支架套装

SATA dry jet 2
with local stand

订货号：822301

站立式吹风支架
+两个水性漆吹风枪

SATA HRS 防腐涂料喷枪

SATA spray master RP
高粘度涂料喷枪

订货号: 72900

（SM-1.7-2.0）
（SM=1.3）

最佳喷涂气压：2巴；

耗气量：220升/分钟；

压力壶最高操作压力：1巴。

SATA Agitator Cup 
涂料搅拌壶

订货号：29926

转数：根据涂料粘度
和喷涂气压而调节。

壶容量：0.75升；

壶内操作气压：约3.0巴；

重量：750克；

供SATAjet 1000 B RP喷涂

高粘度涂料使用，加压壶

容量为0.7升。

SATA BVD
涂料加压壶

订货号：25775

壶容量：0.7升；

壶内操作气压：0～1.7巴。

重量：750克；

汽车及工业喷涂领域的专业选择

萨塔全系列产品

■ 面漆、底漆、中途底漆喷枪、小型喷涂工具、压力罐、
     自动喷枪、面罩、油水分离器、延长线喷嘴；

■ 提供喷涂整体解决方案；

■ 全部德国萨塔原产整件和配件。

■

传统系列

 三种喷涂技术的喷枪系列(  、

     和 )；

HVLP 环保省漆系列

RP省漆高效系列

■ 漆工健康保护面罩和空气净化设备，安全、洁净、
     高品质；

热销热销

热销

逐一手工检测

SATA 喷枪清洗机

订货号：38257

最佳操作气压：4巴；

耗气量：90升/分钟；

清洁剂用量：每个

清洗过程约0.1升。

SATA 管路自动排水阀
（1/2英寸内螺纹接口）

订货号：86892

订货号：34389（200升）

订货号：14555（60升）

SATA HKU
车底胶、工业胶喷涂设备

www.maxlink-tech.com
E-mail: sales@maxlink-tech.com

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萨塔喷涂设备

新的防伪标签有3个码，都

可以在www.sata.com 验证：

第一个是在条码下面由数

字和字母组成的10位码，

这码也是枪身编号。另外
两个隐藏码，一个给经销
商一个给用户。这两个隐
藏码都是由纯数字组成的

15位码。

编辑短信987#ST"15位全数字防伪码" 发至106912114短信：

电话：拨打SATA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 838 2700 按1选择防伪查询

网站：www.sata.com(中文)

订货号：217489

空气压力：2.5巴；

耗气量：270升/分钟；

最大吹风量：3000升/分钟。

订货号：12740

最佳喷涂气压：6～8巴；

耗气量：100升/分钟。

订货号：9795

SATAjet 1000 KK 
 压送式防腐涂料喷枪

最佳喷涂气压：2.5巴

耗气量：410升/分钟

订货号：153700

可以选配3条快速更
换喷杆，适合各种
不同的喷涂需要。

SATA 粘度杯（DIN-4号杯）SATA air tester
压缩空气质量测试板 

 
向测试板吹压缩空
气，影响喷涂效果
的杂质会显现在测
试板上，用以提示
油水分 离 器滤 芯
更换。

订货号：156299 订货号：7096

SATA 压缩空气检测器

用于检测压缩空气
中的油分、水分、
颗粒物是否达到喷
涂要求。

热销

订货号：9852

测量时涂料温度为25℃，保持
涂料杯处于水平位置并完全浸
入涂料液面，竖直提起涂料杯，
当涂料杯底部离开液面时立即
启动秒表，当涂料下落液流
首次出现中断时停止秒表，
此时秒表显示的时间即为涂料
粘度。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为
最佳。单位（秒）

SATA HRS-E 防腐涂料喷枪
（带两根延伸喷杆）

订货号：172882

SATA Cert 喷幅品质监控套装SATA care set 清洁护理工具包

防止返工，是您喷漆
店的质量保证系统。

订货号：161596订货号：162628

包括喷枪清洗和维修工具；不包括图中
物品。红边

热销 热销

       SATA 空气软管

                   内径9mm

                   长10m

订货号：53090

（附原厂快速接头及接嘴）

(可根据需要预订长度，最长50米)

热销

带压力罐的喷枪，
专用于喷涂车体内
部夹层及车底防锈
物料，带3条快速
更换喷杆，适合各
种不同的喷涂需要。

SATA RPS UV 
多功能免洗枪壶（UV涂料专用）

订货号：139469    (200μm )

订货号：139451   ( ) 125μm 

0.6升

SATA喷枪官方微信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独家总代理）



SATAjet 1500 B SATAjet X 5500 面漆喷枪

 优化的雾化效果，非常适用于汽车修补行业■

 更低的喷涂气压，更节省油漆■

 有HVLP和RP两种型号■

 富有时尚感的蓝黑双色设计，蓝色阳极电镀处理枪身和

    黑色的操控部件，

■

 更弹性的喷涂气压范围：0.5 2.4巴 （符合VOC法规：

    HVLP不高于1.8巴，RP不高于1.8巴)

■ ～

 为水性漆和溶剂色漆，清漆以及双组份油漆的喷涂需

    要而开发的喷枪型号

■

       SATAjet 1500 B 喷枪是SATAjet 1000-111/-121喷

枪的升级版，专门为满足现今各种汽车修补漆的喷涂要

求而设计，包括水性色漆、溶剂色漆和清漆。它的雾化

精细，喷幅均匀而且大小合适。能以更低的气压喷涂以

更节省油漆。
        更弹性的喷涂气压和喷涂距离，让喷涂技师能够简

单而毫不妥协地做好几乎所有的喷涂工作。

        SATAjet 1500 B提供HVLP以及RP两种雾化技术的

型号，喷涂技师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选择。

       该喷枪在汽车修补中能够获得理想的喷涂效果，并

且可以助您更快达到喷涂目标。

产品优点：

助你更快达到目标

萨塔“革命性”的喷嘴系统

萨塔“革命性”喷枪.高效益.  低噪音.  一致性.

      日新月异的涂料系统和崭新的喷涂方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对于专业的喷涂技师来说也是全新的挑

战。采用了全新X-喷嘴系统的SATAjet X 5500为未来的喷涂应用定义了新的标准。 

       这个喷嘴系统的概念简单易懂：HVLP和RP这两种成

熟的雾化技术依然适用，但是现在我们为这两种技术提供

额外的“ I”喷嘴和“O”喷嘴的选择。随着在相应的雾化技术

(HVLP / RP)中喷嘴口径大小的增加，涂料流量也呈线性

增加—这意味着喷幅扇面大小和宽度在整个相同的喷嘴系

统中保持不变。实质上，每一位喷漆技师现在都可以通过

这清晰而有规律的系统选择合适他的喷嘴型号。

       “I”喷嘴提供了一个平行形的喷幅扇面，具有较小的雾

化区和相对较干的中心区，这对于那些更注重喷涂操控性

和喜欢相对稍慢喷涂速度的喷涂技师来说是非常理想的

选择。与相同口径的“O”喷嘴相比，每层的喷涂膜厚略微

较少。

        “

区和一个相对湿润的中心区，从而容许提高喷涂速度，但

喷涂过程的操控性则略有降低。相比同样口径的“I”喷嘴，

每层的喷涂膜厚稍微较多。

O”喷嘴是呈椭圆形的喷幅扇面，有相对较大的雾化

具有较小雾化区的平行形喷幅

 
■ 

在喷涂过程中提高操控性

 
■ 

每层喷涂的膜厚略微少于目前正在使用的喷嘴套装及

     O”喷嘴

■ 

“

具有较大雾化区的椭圆形喷幅■ 

较湿润的中心区可以增加喷涂速度■ 

每层喷涂的膜厚略微多于I- 喷嘴■ 

萨塔“革命性”：X-喷嘴将雾化效果提升到一个新

    的境界

■ 

一致性：在相同的雾化技术和喷嘴系统内，涂料

    流量随喷嘴口径大小的增加而线性地增加，但是

    喷幅扇面大小不会随之改变。

■ 

产品优点 

准确性：优化了涂料分布，使两种喷幅的雾化更

    均匀，喷涂效果得到提升。

■ 

低噪音：优化几何分布气流的Whispering nozzle

    低噪音喷嘴能够有效降低喷涂产生的噪音

 

■ 

低维护：没有空气分流环配件，清洗也更加方便

    快捷

 

■ 

高效益：进一步优化的雾化技术令使用与之前相

   同的喷涂方式便能更节省油漆

 

■ 

个人化：满足不同的喷涂需求，例如特定的涂料

    系统，气候条件以及喷涂方式（喷涂速度/喷涂操

    控性）

■ 

传
递

效
率

HVLP  

VOC 65%

RP

工作速度

理想喷涂的两个途径:

 HVLP(环保省漆)  和 R 省漆高效P( )

       "环保省漆”的 SATAjet X 5500 HVLP通过低气压技术雾

化油漆，从而获得很高的油漆传递效率

        “省漆高效”的SATAjet X 5500 RP 采用优化的中气压雾

化技术，不但加快喷涂速度而且节省油漆。

        两种喷枪型号在工作中都极为灵活多用，其油漆传递

效率都远远高于VOC法规规定的65% 易做到

像镜子般亮丽的漆膜效果。

，而且可以轻

■ 耗气量：约290升/分钟(1.8巴时)；

■ 建议喷涂气压：1.8巴；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喷幅大小：约28厘米。

■ 推荐喷涂距离：17～21厘米

  (气压不高于1.8巴)；

RP

■ 耗气量：约350升/分钟(1.8巴时)；

■ 建议喷涂气压：1.8巴；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喷幅大小：约27厘米。

■ 推荐喷涂距离：10～15厘米

  (气压不高于1.8巴)；

HVLP

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订货号：1066572 （1.3）

               

订货号：1066598 （1.3）

               
(1.3 - 1.4) (1.3 - 1.4)

SATAjet 1500 面漆喷枪系列

全新全新

颜色辨别系统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颜色辨别系统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系列

1.10

1.1 I

1.20

1.2 I

1.2 1.1

1.30

1.3 I

1.3 

1.40

1.4 I

1.4

1.50

1.5 I

喷幅扇面形状

目前的扇面形状例子：

全新的SATAjet X 5500 

HVLP/RP的 I-喷嘴扇面形状

(暂时仅有HVLP)

(暂时仅有HVLP)

HVLP/RP 的 O-喷嘴扇面形状

       要做出没有任何妥协的理想喷幅扇面，当我们在选择

正确喷嘴口径时，除了周边温度和湿度以外还有很多因素

需要考虑。例如涂料的选择和使用的添加剂，板件尺寸，

建议的喷涂膜厚，以及诸如喷涂速度、喷涂操控性等喷涂

习惯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X-喷嘴有哪些优势？

       根据不同特性的涂料系统，气候条件以及喷涂方式，

每一位喷涂技师现在都可以通过有规律而连贯一致的喷

嘴系统，轻松选择合适的喷嘴型号来满足各自不同的喷

涂需求，以达到理想的喷涂效果。

还有其它新技术？

       通过对枪体内部空气分流的优化，以及新的喷嘴及

风帽设计，现在不再需要空气分流环。此外，我们成功

的通过低噪音喷嘴降低了喷涂时产生的噪音, 给喷涂技

师更舒适的喷涂体验。更重要的是：X-喷嘴更节省涂料！

萨塔喷嘴查找手机APP

        SATAjet X 5500，一鸣惊人：不管使用哪种涂料系

统，无论是汽车修补，商业运输车辆，家具喷涂，游艇

还是高品质的工业部件，都能轻松驾驭。

       无论是底色漆，清漆或单工序色漆，

请您询问SATA经销商或通过访问我们

官网查询合适的喷嘴尺寸：

www. sata.com/SATAjetX5500

(1.1I - 1.2I - 1.3I - 1.4I) (1.1I - 1.2I - 1.3I - 1.4I)

(1.1O - 1.2O - 1.3O - 1.4O) (1.1O - 1.2O - 1.3O - 1.4O)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系列

SATAjet X 5500 适用于多种喷涂领域 

■ 数字型和标准型拥有完全一致喷枪手柄，枪身手柄带数字压力表(显示精度： 0.1 )；± 巴

■ 全新X-喷嘴雾化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极具弹性的喷涂距离和喷涂气压；

■ 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优化了枪柄形状，

  适合大多数喷涂技师手型；

■ 可根据实际要求均匀灵活调节大小的喷幅

  扇面，做到理想的喷涂效果；

■ 耗气量：约430升/分钟(2巴时)；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建议喷涂气压：0.5～2.4巴；

■ 喷幅大小：约29厘米。

■ 喷涂距离：10～15厘米

  (气压不高于2巴)；

HVLP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标准型)

SATAjet X5500 HVLP DIGITAL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数字型)

订货号：1061887（1.3I）

               1061952（1.3O）

订货号：1062025（1.3I）

               1062124（1.3O）

(1.1I - 1.2I - 1.3I - 1.4I - 1.5I) (1.1I - 1.2I - 1.3I - 1.4I - 1.5I)

(1.1O - 1.2O - 1.3O - 1.4O ) - 1.5O (1.1O - 1.2O - 1.3O - 1.4O ) - 1.5O

配0.6升QCC快速更换壶 配0.6升QCC快速更换壶

全新 全新

■ 数字型和标准型拥有完全一致喷枪手柄，枪身手柄带数字压力表(显示精度： 0.1 )；± 巴

■ 全新X-喷嘴雾化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极具弹性的喷涂距离和喷涂气压；

■ 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优化了枪柄形状，

  适合大多数喷涂技师手型；

■ 可根据实际要求均匀灵活调节大小的喷幅

  扇面，做到理想的喷涂效果；

■ 耗气量：约290升/分钟(2巴时)；

■ 建议喷涂气压：0.5～2.4巴；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喷幅大小：约29厘米。

■ 喷涂距离：17～21厘米

  (气压不高于2巴)；

RP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标准型)

SATAjet X 5500 RP DIGITAL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数字型)

订货号：1061564 （1.3I）

               1061605 （1.3O）

订货号：1061697 （1.3I）

               1061803 （1.3O）

配0.6升QCC快速更换壶 配0.6升QCC快速更换壶

全新 全新

颜色辨别系统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颜色辨别系统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快速更换风帽

高级质保
年

SATAjet 5000 SATAjet X 5500 喷嘴口径换算表和 常用

SATAjet 5000-110 1.3

SATAjet 5000-110 1.2W

SATAjet 5000-120 1.3

SATAjet 5000-120 WSB

SATAjet X 5500 RP 1.3 O

SATAjet X 5500 RP 1.3 I 

SATAjet X 5500 HVLP 1.3 O 

SATAjet X 5500 HVLP 1.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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