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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SATA喷枪
新浪微博SATA喷枪官方微信

 

如何购买SATA原装正品？

如何鉴别已购“SATA产品”的真伪？

正 品 购 买

▲ SATA产品优选经销商牌

【购买】【鉴伪】【延保】点进来！
How to Buy & SAL Check

        这是很多用户关注并且很想了解的问题。为了避

免大家被“假冒和非正规渠道产品”蒙蔽而遭受经济上

的损失，能够顺利购买到德国原装SATA产品，德国萨

塔在购买和防伪技术上做了多项防护措施。现将方法

和大家一一介绍。

        选择合法、正规的购买渠道，是避免买到假货的

关键。SATA在中国的独家 代理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

有限公司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设有优选经销商，在优

选经销商处购买的SATA产品均可以保证是德国原装正

品。

总

        那么问题来了，优选经销商有哪些？怎么联系呢？

当您不知道所在区域的SATA优选经销商时，请一定拨

打我司免费热线 进行查询！400-838-2700

SATAjet   X5500 R

SATA 未来

雾化技术领域始于

萨塔全新喷嘴系统

梦幻组合：喷枪和喷嘴套装内全新设计的气流动力几何分布完美同步，

更精细的雾化 令 涂料均匀的分布在精确的喷幅扇面范围内，从而

进一步节省涂料，而且令喷涂时产生的 噪音降低，喷涂感受更柔和。

每个喷嘴口径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喷幅扇形的喷嘴套装可供选择。分

别是适合速度型喷涂风格的O-喷嘴，和适合操控型喷涂风格的I -喷嘴。

每位喷涂技师都可以因应自己的喷涂风格、颜色、环境温度及湿度，灵

活地选择合适的喷嘴套装。

SATAjet X 5500 介绍视频

 www.sata.com/x5500io

■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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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经销商验证 

选择服务支持 →查询中心 点击经销商查询 

 

→ 

验证查询页面  

特别提示

真 伪 查 询

        当您已购买到SATA产品，但是对其真伪仍持有疑虑时，请

不要犹豫，请尽快采用以下查询方式进一步加以核实验证。

1、微信扫一扫

特别提醒：

       防伪延保标签是现有几种查询真伪方式中最方便快捷的一

种，但如您还有所怀疑，可采用以下更保险的方法予以确认。

2、短信、电话查询

SATA产品防伪标签

电话查询：

拨打 400 838 2700—选择1—输入15位防伪码 + #号键

15位数字防伪码

注意：无论你选择电话还是网站查询，请确保第一次是您本

人操作，因为防伪标签只有在第一次查询时，结果显示正品

（并显示第一次查询时间）。第二次查询之后就会提示您购

买的有可能不是正品。请不要反复查询！

3、SATA官网查询

15位数字防伪码

10位产品序列号
(枪身上可找到此序列号)

■

■

■

■

 进入SATA官方网站：www.sata.com；

 在右上角语言选择“中国”；

 在左下侧找到“防伪标签鉴别”；

 输入15位防伪码 或 10位产品序列号查询。

德国萨塔喷枪

每把喷枪都有

唯一（不重复）枪身号！

       在验证查询时，必须输入完整的公司名称，如出现少字、错

字、别字将无法得到正确的查询结果。

登录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官网

www.maxlink-tech.com

         假如知道商家名称，但是不确定其是否为SATA优选经销商

时，可以到我司官网进行验证。为了防止一些不法商户伪装成

SATA优选经销商欺骗用户。我司特开设了“SATA优选经销商验证

页面”以维护您的利益。

        刮开产品包装上的防伪延保标签，使用微信扫一扫，如果您

购买的是正品，系统将即刻显示出产品的名称、序列号等信息，

反之则没有。

        而且除了可以查询产品真伪之外，还可以注册延保信息，延

长保修期至 ！！！3年

包装盒上的防伪延保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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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枪的喷幅和调节旋钮均不能正常操作。出现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喷幅调节主轴上有油漆残渣，旋转喷幅调节旋钮时损

坏主轴螺纹。需要更换喷幅调节旋钮及主轴。

（ 6 ）

      喷枪浸

泡在溶剂内或长时间存放

在洗枪机内，电池盖的密

圈损坏后溶剂或溶剂气体

封渗透到喷枪内部的数字

电子组件，会导致喷枪显

示屏黑屏。清洁液渗透到

空气通道并堵塞喷枪内部

的气压感应通道，喷枪显

示屏会持续显示或显示不

准确，油漆残渣堵塞气压

感应通道也会也会导致喷

枪气压显示不准确。

（ 7 ）数字型

项目三  面漆前处理

        中涂底漆是面漆的基础，可以增强涂层间的 附着力，填充

底漆层的细微痕迹。一般情况下中 涂底漆干燥后要做好打磨工

作，以保证附着力， 为面漆提供平滑的基础。

1  中涂底漆的打磨 

        一般使用偏心距为3mm 头打磨中涂底漆层，

边角等不易打磨的部位可以使用灰色菜瓜布或海绵砂纸进行打

磨。中涂底漆层表面不能有粗糙的砂纸痕、小坑或凸起等，因

为中涂底漆上是面漆，任何瑕疵都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涂层的效

果。

的双作用打磨

        中涂底漆层需要达到的打磨标准如下：确保表面已经打磨

光滑且打磨边缘呈羽状、无台阶；确保表面无砂 眼、砂纸痕等

缺陷，无裸露原子灰、金属底材。如果中涂底漆表面过度打磨，

导致原子灰或金属露出，那么面漆的光泽会由于原子灰吸收涂料

而受到影响，涂膜的防锈 性能也达不到要求。对于露出金属的

部位需涂环氧底漆（或磷化底漆）和中涂底漆；对于裸露原子

灰的部位需涂中涂底漆，然后进行打磨。打磨中涂底漆的步骤

如下。

      （ 1 ）

尘口罩、防护眼镜等。

操作全程应穿着工作服和安全鞋，佩戴棉纱手套、防

【SATA学院】汽车修补涂装工艺(四)
Car Repair Coating Techniques

喷枪的常见故障

        对喷枪的原理和性能了解后，就可以根据喷枪使用时产生的

故障做出针对性的处理，及时排除故障。

      上壶喷枪枪壶内出现气泡 图1 。导致该现象的 原因

如下：喷嘴松动或未拧紧，空气进入油漆通道喷漆时 枪壶出现气

泡；喷嘴背后堵塞，油漆残渣导致枪嘴与空气 分流环密封不良；

空气分流环表面损伤（图2 空气进入油 漆通道；枪壶通气孔

堵塞，空气会被吸入油漆通道，先会出 现气泡，最后会漏油漆。

可以通过拧紧喷嘴、清洗喷嘴、更 换空气分流环或清洁枪壶通

气孔，来避免上壶喷枪枪壶内出现气泡。

（ 1 ） （ ）

），

　　（ 5 ）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空气分流环损坏或安装位置不当，可通过

调整或更换空气分流环来排除故障。在安装空气分流环时要将定

位杆对准枪头的小孔，用双手姆指把空气分流环轻轻压进枪头，

再装上喷嘴并用萨塔原装扳手装紧，然后松开再装紧一次。

喷枪的喷幅不能正常调节，但喷幅调节旋钮操作正常。

      喷枪空气阀门漏气。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如下：喷枪清洗

不当，空气阀门密封圈损坏导致漏气；空气阀门顶杆变形导致漏

气。注意不要将喷枪泡浸在溶剂内，清洗时注意喷枪的正确放置

方向，喷枪应该摆放在合适的喷枪挂架上。

（ 3 ）

      喷枪扳机处漏油漆（图3）。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如下：

枪针密封圈松动、损坏导致油漆渗漏。应定期检查或更换枪针密

封圈，每天工作完毕后拆下喷嘴套装进行清洁，并根据喷嘴套装

的使用情况适时更换。

（ 3 ）

      喷枪枪体上风帽的螺纹电镀层脱落。导致该现象的原因

如下：清洁喷枪的清洁液PH值低于6或高于8，破坏电镀层 喷

枪清洗后没有彻底吹干或没有把风帽取下吹干，清洁液残渣在

风帽的螺纹上，导致电镀层脱落。

（ 2 ）

；

油漆通道

图2 空气分流环

图1 枪壶内出现气泡

图3 喷枪扳机处漏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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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打磨前要在中涂底漆上涂抹一层打磨指示 层，以便在打磨时能

判断哪些部位还有缺陷，能更好更 快地找出潜在缺陷。

涂抹打磨指示层。由于中涂底漆本身没有亮度，所以

       （ 3 ）

区域，因为划痕、缺陷打磨过羽状边的部位及中涂底漆纹理较

粗的区域，先使用干磨手创配合P240号 或P320号干磨砂纸进行

局部手工干磨。对原来施涂原子灰的区域进行整平，打磨消除缺

陷。这是因为这些部位经过中涂底漆填充后，原来比较高的位

置还是会比较高，原来比较低的位置仍会较低，所以要用手刨

按照类 似于打磨原子灰的方法，不要加太大压力，沿着工件表

面弧度方向或45°方向等多个方向打磨整平整个表面。如喷涂中

涂底漆之前的表面比较平整，中涂底漆表面也比较光滑，可直接

使用P320号砂纸打磨，或省略此步骤。

对于经过中涂底漆填充过的部位，如原来有原子灰的

       （ 4 ） 续

盘

号砂纸进行打磨；如果是喷涂双工序银粉漆、珍珠漆，则配合P500

如果后 是喷涂单工序面漆或双工序纯色漆，使用偏

心距为3mm的双作用干磨机，在托 上加装中间软垫，配合P400

纸进行打磨。对于边角、凹陷处，使用P800 1000海

纸或灰色菜瓜布进行打磨，也可以用中间软垫加P800号或P1000

号砂纸打磨。把将要喷凃的区域全部磨毛至没有光泽，以确保新

喷油漆附着力及流平最佳。例如有发亮的橘皮没有磨除，就表示

打磨不合格。

号砂 号或P 绵砂

       如果下道工序是局部 涂银粉漆、珍珠漆或整板喷涂

清漆，则在银粉漆、珍珠漆驳口区域，使用偏心距为 的双

作用干磨机，在托 上加装中间软垫，配合P800 P1000

砂纸、精磨砂棉或浅灰色菜瓜布进行打磨，也要打磨至没有光

泽。如同喷涂中涂底漆之前的打磨一样，最后一遍打磨，可以

将灰色菜瓜布装在打磨机上打磨整个工件，既可以清除工件表

面上的打磨灰尘，又能将所有打磨区域打磨至没有光泽。对于B柱

或其他清漆不能整喷区域，为了确保驳口区域涂层的附着力，

需要使用精磨砂棉P2000号或使用灰色菜瓜布加水性研磨膏打磨

清漆驳口区域。

（ 5 ） 喷

3mm

盘 号或 号

2 面漆前遮蔽

        为了不影响烤漆房的使用效率，以及减少对烤漆房内部环境

的影响，面漆前遮蔽应该在烤漆房外面的专用遮蔽工位完成。为

了方便将车辆移入烤漆房，车轮及前风窗玻璃等部位先不要遮蔽，

待车辆移入烤漆房后再遮蔽。面漆前遮蔽的步骤及注意点如下。

      由于 辆遮蔽后接下来要移入烤漆房喷涂面漆，所以

在遮蔽之前要先对车辆的各个部位进行清 洁，包括轮毂、轮胎、

玻璃、各部件之间的缝隙等。如果喷涂中涂底漆后是全部采用干

磨，则清洁工作可以不用水洗，使用吹尘枪将车身表面、各个缝

隙吹干净。

 （ 1 ） 车

 

      （ 2 ）用除油剂清洁将要贴遮蔽胶带的部位及附近区域，以免

这些饰条、橡胶条上有美容腊、油脂，从而影响胶带的黏着力，

喷涂面漆时胶带脱落，导致油漆喷到饰条上。

　  对于难以准确遮蔽的部件，为了避免将来涂膜 和这些部

件的交界处出现问题，例如门把手及一些车窗 密封胶条，应在喷

涂面漆前拆除。否则会出现油漆喷到了这些部件上，或者由于遮

蔽胶带贴到了应该喷涂油漆 的工件上造成油漆漏喷。

（ 3 ）

 

      （ 4 ）面漆前遮蔽要注意胶带贴在部件上的边界精准，贴好胶

带后用手指按压一遍，以确保粘贴牢固。
 

      （ 5 ）最难遮蔽和容易脱落的地方是弯角，弯角处的胶带不能

拉得过紧，要让胶带在松弛状态下有一点皱褶 的粘贴在弯角部位。

粘好一层胶带后，再使用带有胶带的遮蔽纸、遮蔽膜粘贴在胶带

上以遮蔽整个需要遮蔽 的部位，这时要注意遮蔽纸、遮蔽膜在遮

蔽后不能留有开口，形成褶皱“口袋”，也不能过于蓬松。因为开口

会导致漆雾直接飞入，污染车身表面，“口袋”则会“藏污纳垢”，喷

漆时形成的漆尘会藏匿其中，在后面的喷涂 过程中飞溅出来污染

漆面。过于蓬松会导致喷涂时遮蔽 纸、遮蔽膜被压缩空气吹得不

断抖动，在风力作用下导 致胶带松脱。

        喷涂面漆前，需要对工件表面进行除油清洁。除油 剂是多种

有机溶剂的混合物，能够溶解工件表面的美 容蜡、油脂等污染物，

且挥发速度较慢。对于溶剂型面 漆（油性漆）来说，需要用溶剂

型的除油剂进行除油清洁；对于水性面漆来说，则需要使用溶剂

型除油剂和水 性清洁剂两种材料来进行除油清洁，根据各品牌油

漆厂商的建议确定除油剂和水性清洁剂的先后顺序。利用除油剂

进行工件表面的清洁步骤如下。

3 除油清洁

      使用耐溶 喷壶将除油剂、清洁剂均匀喷洒在 工件表

面上，在除油剂未自行挥发干燥前用清洁布将其 擦干。

（ 1 ） 剂

 

      （ 2 ）使用两块清洁布，一块清洁布用除油剂、清洁剂润湿后，

将工件表面擦湿，使油脂溶解，然后用另一块清洁布将工件上的

除油剂擦干，以此方法完成整个工件的除油处理。

      每次除油的面积与除油剂的挥发速度、环境温 度有关，

以擦干前除油剂没有自行挥发干燥为准。一旦 擦湿面积过大，没

有来得及擦干，除油剂自行挥发，被除油剂溶解的污染物就会重

新回到工件表面。另外，如果湿布沾清洁剂不足，或擦拭速度太

快，会导致表面擦湿 程度不够，无法将工件表面的油脂溶解，喷

漆时出现鱼眼的缺陷。

（ 3 ）

        萨塔有限两合公司（SATA GmbH & Co. Kg）1907年成立

于德国斯图加特，距今已有113年历史。萨塔是德国工匠精神

的典型代表，一个世纪以来坚持只做一件事，就是研发和生

产高品质的喷枪、油水分离器、免洗枪壶、呼吸面罩等喷涂

设备及相关辅助产品。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喷涂领域都广

受认可的品牌。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获得广

大业内人士和喷涂技师的认可和信赖。

SATA Anti-Priac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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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借出色的性能、先进的技术以及贴心的服务，德国

萨塔公司和SATA产品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都赢得了喷涂行

业高度的赞誉。而正是因为SATA产品的备受关注和优良声

誉，一些不法企业和人士开始动歪脑筋，不是在其生产销

售的产品上直接贴附“萨塔”、“SATA”等德国萨塔公司拥有

商标专用权的标识来以假充真，就是在其企业名称、产品

包装或者网络商店宣传内容里违法使用“萨塔”和“SATA”,又

或者恶意抄袭萨塔投入巨大研发成本开发的专利技术，

以及实施其他侵权行为来攀附萨塔优良声誉误导消费者。

但是，这些产品都与SATA产品无关，质量更与SATA产品

没有可比性。

        随着中国日益重视鼓励创新，严格实施保护知识产权

政策，德国萨塔公司也加大了维权力度。为了守护萨塔品

牌的优良声誉，同时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德国萨塔公司一

直严密监控制假售假等侵权行为，一经发现，立即采取法

律行动，积极依法维权，制止恶意侵权。

        2019年，德国萨塔公司在中国多地法院提起的民事

维权诉讼达到30件（包括一二审），向涉嫌侵权企业发送

律师警告函近40封，同电商平台积极合作删除3800余条

展示侵权产品的链接信息，启动公安和工商等行政查处20

余次，1名自然人被判入狱，法院判决支付萨塔损失和维

权费用合计近300万元人民币。

        在上述维权行动中，以浙江奥利达气动工具股份有限

公司系列侵权案件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早在广交会等多个

场合，浙江奥利达就被发现多次侵犯德国萨塔公司的专利

权和商标权。然而，多次的投诉和警告被其视若无睹，浙

江奥利达仍然坚持自己的侵权行径。有鉴于此，萨塔在北

京、广东等多地法院提起十几件诉讼来维权，指控浙江奥

利达的多项侵权行径。法院经过审理后陆续下达多份判决

书，认定浙江奥利达构成侵犯德国萨塔公司的多项专利权

和多个商标专用权，以及构成不当竞争行为，并判决浙江

奥利达赔偿萨塔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合计200多万元人民

币。截至撰稿时，上述大部分赔偿款项已经执行完毕。

       据此，德国萨塔公司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提起

了维权诉讼。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1日出具

（2018）浙10民初902号判决书，认定“台州萨塔气动工具有限公

司”侵犯德国萨塔公司商标专用权，认定其在企业名称中使用“萨

塔”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判决其三十日内变更企业名称，

不得含有“萨塔”字样。同时，法院判决要求“台州萨塔气动工具有

限公司”赔偿德国萨塔公司10万元。该公司已经按照法院判决书

的判决要求，向德国萨塔公司支付了10万元并已经变更了企业名

称。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侵权者仿造和售卖SATA的配套产品。云

南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昆明云天河经贸有限公司销售的喷壶侵

犯萨塔RPS免洗枪壶的专利权和商标权，判决其须支付赔偿款和

维权费用近20多万元。昆明云天河认为自己不是生产者，都是从

其他渠道进货购买，并且每个枪壶只赚取1元钱，即使140箱（每

箱100只）全部销售完毕，也才赚1万多元，却为何要支付近20多

万的赔偿款，感觉十分委屈。但是，法官在判决中已经清晰说明，

昆明云天河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假冒SATA RPS免洗枪壶，具

有恶意，因而其主张从第三方合法购买的抗辩不能成立，并判决

其支付数目不菲的赔偿款。该案对于广大汽车保养领域经销商都

具有很大的借鉴警示意义。

        对于侵犯萨塔知识产权的行径，不仅承担民事责任，还有

能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不仅有企业，也有

个人因为侵犯萨塔的知识产权而失去人身自由。来自浙江省温岭

市的赵某某，在某宝电商平台开设线上店铺，大量销售假冒“SATA”

注册商标的喷枪，萨塔公司决定进行维权。根据萨塔公司的请求，

浙江省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检查行动，对赵某某的经

营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并在现场查获数量众多的假冒“SATA”商标

的喷枪。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赵某某在某宝电商平台销售假冒

萨塔喷枪的涉案金额高达人民币13万余元。因假冒“SATA”喷枪销

售数额较大，温岭市公安局对赵某某进行立案侦查，并在2019年

2月刑事拘留赵某某。根据温岭市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赵某某

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法院作出有罪刑罚和处以罚金。

可见，在电商平台销售假冒产品的售假者，也会承担严厉的法律

制裁。

可

        无独有偶，置多次严厉警告而不顾的侵权者还有温

特一工贸有限公司，德国萨塔公司几年前就已经在美国针

对温州特一公司付诸维权行动，美国法院曾判决温州特一

承担巨额赔偿。然而，温州特一公司还是没有吸取教训，

在国内仍然采用打擦边球的策略，在其所谓“莎嗒气动工

具”某宝商店等多个渠道，销售侵犯萨塔知识产权的产品，

上海法院一审已经认定温州特一公司侵犯萨塔专利权成立，

并判决温州特一公司须支付近50万元赔偿款。当前，德国

萨塔公司在上海宁波等地法院还有数件正在审理的针对温

州特一公司的维权诉讼，必将让侵权者付出代价。

州

        侵权者不仅假冒SATA产品名称、注册商标，抄袭

SATA产品的外观设计，更有甚者连自己的企业名称都干脆

直接改为“萨塔”来欺骗消费者。德国萨塔公司对于“萨塔”

和“SATA”具有商标专用权，对于耍小聪明抄袭萨塔企业名

称的行径，法律也不会容许。

        日前，喷涂业内人士注意到浙江省台州市成立了一家

新公司，全称为“台州萨塔气动工具有限公司”，很多人会

好奇这家公司和喷涂设备行业知名企业德国萨塔公司是什

么关系。这原来是一家冒牌萨塔公司！“台州萨塔气动工具

有限公司”在其企业名称中使用“萨塔”字样，这种行为极易

导致消费者认为其与德国萨塔公司存在一定的联系，误导

消费者的同时也严重侵犯德国萨塔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萨塔发现，时至今日，仍有制假售假侵权者在继续其不法行

为，萨塔敬告制假售假侵权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以免玩火自焚。

萨塔将会持续不断地采取严厉的法律行动和制裁打击，切实维护

消费者权益。

【 转自《汽车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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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枪清洗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也是喷涂技师日常工作必不可少

的一个环节。如果每次喷涂或者换色时都使用人工手洗喷枪，不但

十分浪费人力，还会降低工作效率。

        喷枪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清洗，又容易被快速干固的油漆固化

堵塞而产生喷涂瑕疵，提高返工的几率。水性油漆施工后更需及时

清洗，避免喷枪被腐蚀。因此及时对喷枪进行清洗维护非常重要，

可以使喷枪保持良好的喷涂状态。

        SATA multi clean 2 喷枪清洗机是一款自动的喷枪清洗系统，它

的出现解决了喷枪难清洗的问题，释放喷涂技师的双手，优化工作

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SATA multi clean 2 自动喷枪清洗机

        SATA multi clean 2 

喷枪清洗机能够减少清洗

溶剂的消耗，适用于水性

涂料或溶剂性涂料系统。

在清洗喷枪的时候，通过

具有很强喷射清洁力的泵

送清洗液清理喷枪涂料通

道和喷嘴里的残余物质。

它易于操作，方便实用，

可以利用和收集使用过的

清洗溶剂，保持车间的整

洁。

        在使 用 SATA mult i clean 2 喷枪清洗机前，先 整4个地脚的

高度，确保机身平稳。

调

        将清洁溶剂桶放在可移动的收集盆里，按桶上黄色标贴提示，

倒入清洗溶剂。

        将右边吸管直接插入右侧溶剂壶内。

循环清洗溶剂桶快速连接，并打开阀门。

左边的溶剂吸管与左侧的

        放置枪壶，通过脚踏阀控制手动清洗刷，先清洗喷枪的表面。

控制脚踏阀控制脚踏阀

调节旋钮都调至最大状态调节旋钮都调至最大状态

冲洗按钮→吹干按钮冲洗按钮→吹干按钮

清洗喷枪表面清洗喷枪表面

扣住喷枪扳机扣住喷枪扳机

利用吹尘枪吹干喷枪多余水份利用吹尘枪吹干喷枪多余水份

        将喷涂气压调节旋钮、喷辐扇面调节旋钮和喷涂流量调节旋钮

都调至最大状态，用扳机锁簧或者气流分配环的拆卸工具扣住扳机，

使喷枪喷嘴处于打开状态。

        将喷枪倒置，喷壶接口插入溶剂喷射管。再将白色锥形PVC气管

插入喷枪空气进口，保证喷枪清洗时空气的流通，避免清洗剂进入空

气通道。

        一切准备就绪，盖上机盖。旋转自动清洗旋钮，每次最长可控

制3分钟清洗时间，自动清洗程序的清洗剂是可以循环利用的。

        自动清洗完毕后，按动冲洗按钮，利用干净的清洗剂冲洗喷枪。

最后按动吹风按钮，将喷枪吹干，完成整个清洗过程。

        自动喷枪清洗机左边的循环清洗溶剂桶用于循环清洗，右边的

冲洗溶剂桶用于冲洗喷枪，为了保证清洗效率和清洁度，请及时添

加、更换清洗溶剂。

        更换清洁溶剂前，为了避免二次污染，需要将金属滤板下的滤

棉拆卸出来，进行清洗，晾干后再次使用，或者直接更换新的滤棉，

方便下次使用。

         SATA multi clean 2 喷枪清洗机是专业、高效的喷枪清洗设备，

正确的操作方法会让您的喷枪清洁工作事半功倍。

注意：禁止在吸烟和明火环境下操作。

注意：喷枪清洗机在工作时，请勿随意打开机盖，以免引发操作故

障。为了达到理想的清洁效果，保护您的喷枪，请使用涂料生产商

建议的清洁剂。
 

喷枪清洗机虽然非常便捷，但也只适合在喷涂工作间隙进行

喷枪清洗，当每天的喷涂工作完成后，还是需要用正确的方法手工

清洗喷枪(请参考手工清洗喷枪视频)，以便为第二天喷涂做好准备。

注意：

手机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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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4S服务站 喷涂工具和设备标准/     经济配置
For Water-Borne MaterialStandard Spray Equipments for Automobile 4S Shops

水性涂料专用

标准配置： 经济配置：

2支

每组漆工： 每组漆工：

2支

1支

2支

1套

2支

每个烤漆房：

为推荐的经济型配置。

SATA 油水分离器

SATA filter 484 专业型三节油水分离器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标准型）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标准型）

 

SATA dry jet 2 水性油漆吹风筒（支架套装）

1个

SATAjet 100 B F HVLP 环保省漆底漆喷枪

1支SATAjet 100 B F R   省漆高效底漆喷枪PSATAminijet 4400-120 环保省漆小修补喷枪

SATAminijet 4400-120 环保省漆小修补喷枪

2支

1支

 

SATA dry jet 2 水性油漆吹风筒

每个烤漆房：

SATA filter 284 经济型三节油水分离器 1个

1支

1套SATA air vision 5000 全面式供气面罩

1箱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1台SATA clean RCS 喷枪快速清洗机　

SATA clean RCS 喷枪快速清洗机

订货号：145581

订货号：223008 (支架套装)
                

订货号：217489
                

SATA dry jet 2 水性油漆吹风枪

SATA 水性油漆吹风筒

(水性漆型)

水性漆型

(60个/箱)

125μm

订货号：1010438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小修补喷枪

环保省漆 120(HVLP)

订货号:204453 (1.2SR)  
  

SATAminijet 4400-120
小修补喷枪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订货号：27771

SATA 调压表

订货号：213819  
(带腰带、空气调节模块)

SATA air vision 5000 
全面式供气面罩

■

■

■

特别适合制造厂、
   巴士厂、4S站；

进气压：4巴；
最小空气流量:

   150升/分钟。

SATA环保省漆(HVLP)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订货号:1066598 (1.3)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标准型）

订货号:1061887 (1.3I)

SATA省漆高效(RP)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订货号:1066572  (1.3)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订货号:1061564 (1.3I)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 )标准型

订货号:145722 (1.7)

SATAjet 100 B F HVLP 
环保省漆底漆喷枪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订货号:145193 (1.6)

SATAjet 100 B F RP 
省漆高效底漆喷枪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底漆喷枪 - (HVLP/RP)

自动排水 订货号：92320             

接面漆喷枪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SATA filter 484
专业型三节油水分离器

(水性涂料专用)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快速更换风帽

多功能
免洗枪壶

数字调压表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快速更换风帽

多功能
免洗枪壶

数字调压表

自动排水
订货号：141218             

SATA filter 284
经济型三节油水分离器

(水性涂料专用)

接面漆喷枪
第1节 第2节 第3节

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SATA传统面漆喷枪 - 畅销中国市场20多年 

标准配置： 每组漆工：

每个烤漆房：

SATA省漆高效(RP)面漆喷枪

Standard Spray Equipment for Automobile 4S Shops

喷涂工具和设备标准/    经济配置

SATAjet 100 B F HVLP 环保省漆底漆喷枪

SATA filter 444 标准型双节油水分离器 为推荐的经济型配置。

SATA clean RCS 喷枪快速清洗机

订货号：145581

SATA 油水分离器

SATA vision 2000 全面式供气面罩

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SATA clean RCS 喷枪快速清洗机　

通用型

订货号：125070 (57个/箱)
(通用型)

200μm

汽车4S服务站

SATAjet B
传统上壶面漆喷枪

订货号:17244 
(MSB=1.35) 

需配RPS壶
专用转接头

SATAjet 800 W RP
经济型省漆高效喷枪

订货号:1073981
(1.3) 

SATAjet H
传统下壶面漆喷枪

订货号:17400
(MSH=1.7)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订货号:1061952 (1.3O) 订货号:1066598 (1.3) 订货号:1061605 (1.3O)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订货号:1066572 (1.3) 

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1000型

面漆喷枪

SATA环保省漆(HVLP)面漆喷枪 

SATAjet X 5500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标准型）

SATAjet X 5500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标准型）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底漆喷枪 - (HVLP/RP)

SATAjet 100 B F RP 
省漆高效底漆喷枪

SATAjet 100 B F HVLP 
环保省漆底漆喷枪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小修补喷枪
环保省漆 120(HVLP)

订货号:198150 (1.0SR)  
  

SATAminijet 4400-120
小修补喷枪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SATAminijet 4400-120 环保省漆小修补喷枪

订货号：27771

SATA 调压表

■

■

■

特别适合制造厂、

   巴士厂、4S站；

进气压：4巴；

最小空气流量:

   170升/分钟。

订货号：124461

(带活性碳过滤器)

SATA vision 2000 

全面式供气面罩

订货号:145722 (1.7) 订货号:145193 (1.6)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快速更换风帽

多功能
免洗枪壶

数字调压表

经济配置：

2支

1支

1支

1个

2支

每组漆工：

2支

1支

2支

1个

2支

每个烤漆房：

SATA filter 244经济型双节油水分离器

SATA filter 244

经济型双节油水分离器

订货号:130252
            

第2节

SATA filter 444

标准型双节油水分离器

订货号:124479
            

1套

1箱

1台

SATAjet 100 B F R   省漆高效底漆喷枪P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SATAjet 800 W RP  经济型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SATAminijet 4400-120 环保省漆小修补喷枪

第1节

接面漆喷枪
第1节 第2节 接面漆喷枪

数字调压表

多功能
免洗枪壶

数字调压表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风帽

数字调压表

快速更换壶

多功能
免洗枪壶

颜色辨别系统

颜色辨别系统

快速更换壶

快速更换风帽

多功能
免洗枪壶

数字调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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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喷漆，还能喷膜 【与您面对面】说出您的SATA故事 Practice Report

 

        看着我们对喷涂车衣并不是很了解，陈先生向我们介绍，“喷

涂车衣是直接将原料喷在车漆表面而形成的一层保护膜，因为是直

接喷涂，所以不需要粘合剂，就避免了后期更换或去掉时的留胶和

留印。这种喷膜可以降低刮蹭、划痕对漆面的破坏，也能防止鸟粪、

酸雨、水垢等物质对漆面的氧化腐蚀，对车漆起到保护作用。”

       “而且这种喷膜并不影响使用镀晶，抛光等车漆常规美容方法，

维护起来简便易撕除。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喷膜没有车型的限制，对

于一些比较独特的结构，细小的边角等等部位都可以进行喷涂，做

到对车漆比较全面的保护。”

      “虽然喷膜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

项技术对喷涂设备的性能和喷涂技师的技艺要求非常高，不但需要

雾化效果优良、性能稳定的喷枪，还需要能工巧匠的细心操作。”

        当初因为这一点没有引起重视，陈阳先生还经过了一段波折。

“我们完全按照工艺流程进行喷涂，但是完成后时常会发现一些瑕

疵，造成经常返工。后来和涂料生产商了解，才意识到问题有可能

出在喷涂设备上。”

       “我从工作开始就使用萨塔了，一直非常认可，不管是产品质

量还是喷涂效果，直到现在我们喷漆业务也一直购买萨塔。只是喷

膜使用的不是常规的油漆涂料，所以就没有想过用萨塔来喷。”

      “还是因为一次比较紧急的任务，客户催促交车，现用的喷枪突

然出现故障，无奈之下临时拿了一支萨塔喷枪顶替，结果出乎了我

们的意料。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会出现一些瑕疵然后再进行补救，

可是喷完后发现效果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甚至连之前时常出

现的小瑕疵也消失了。”陈先生告诉我们。

        经过这次突发的事件，陈阳先生对萨塔产品的认识又上了一层

台阶。 “现在才知道萨塔喷枪不止可以喷涂油漆，很多涂料都能喷

出理想效果。”

        为了和喷漆业务分开，陈阳先生又单独购买了一套专用于喷膜

的萨塔喷枪。

      “自从使用萨塔以后，涂料的过喷和特别位置的漏喷情况以及时

常出现的瑕疵基本消失了。萨塔喷枪不仅操控性能好，雾化效果也

特别棒。还带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就是降低了返工几率的同时又

节省了涂料的用量，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效益。”陈阳先生说。

        陈阳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产品是基础，工艺设备是关键，服

务才是王道。凭借着优良的服务，陈阳喷涂科技工作室已经成为西

安小有名气的车漆美容店，虽然喷膜这项业务开始时间还不长，但

是全车喷膜的项目就已经超过了两百台。 

      “一定要选择性能优良的喷涂设备，效果好客户满意，业务才会

越来越多。我们现在还计划再开分店， 产品依然是我的选择。

”陈阳先生说。

SATA

        还有很多像陈阳先生这样的萨塔忠实用户，他们都是在使用了

萨塔产品以后坚定并持续的使用下去，感谢大家对萨塔产品的喜爱

和信赖，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关于“隐形车衣”，应该很多人都听过或者体验过贴膜的方式，

但喷膜可能了解的比较少。今天我们来简单聊一下这项技术。

 

        陈阳喷涂科技工作室位于古城西安，专门从事车面喷漆、喷膜

和私人定制喷涂等业务。

 

         创办人陈阳先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从事喷涂多年，凭

借着对喷涂行业和汽车美容的热爱和了解，又经过长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汽车喷涂车衣是一个很有发展的方向，因此开始重点观察和

寻找这类技术。

 

        通过多方调查和朋友推荐，一个叫赫驰漆面保护喷膜的品牌获

得了他的认可。通过接触和长时间的实车验证，他了解到这个品牌

产品的生产商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调整完善，技

术已经比较成熟，在喷膜行业属于比较知名的品牌。而且客户的反

馈也多是认同和满意，于是他成立了工作室开始投身其中。

陈阳喷涂科技工作室陈阳喷涂科技工作室


	61  18
	61 27
	61  3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