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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SATA喷枪
新浪微博SATA喷枪官方微信

中文翻译：

SATA再次成为2021中国(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官方合作伙伴！

SATA  Promotion

        德国萨塔再次得到世界技能大赛组织的认

可，成为2021年在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合作伙伴。

        经世界技能大赛首席执行官David Hoey

赞助及合作伙伴董事Alexander Amiri确认：和

SATA公司得到世界技能组织的认可，成为2021

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合

作伙伴。

        SATA公司继续以世界技能组织的合作伙

伴关系，提供“汽车喷漆”比赛项目的喷枪工具

和设备，以及世界技能大赛会议、世界技能大

赛博物馆和包括“技能尝试”项目在内的相关活

动的产品支持。

促销时间：即日开始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ATA   促销活动R

作为您的日常休闲伙伴，无论是日常休闲、还是商务

旅行又或是运动健身，有了SATA休闲旅行袋，多种

场合轻松转换。

即日起，凡购买一支带有促销标签的SATAjet X 5500

喷枪，即可免费获得一个SATA 休闲旅行袋。数量有

限，送完即止！请立即向您的 SATA 经销商订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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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促销 您的理想搭档

SATA becomes the official partner of 2021 China (Shanghai) 46th 

worldskills competitio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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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塔为了帮助参赛选手都能够在比赛中更稳定的发挥出自己

的技术水平，展现应有的技艺，不辜负平时努力的付出，都会在

赛前尽可能的帮助他们更熟悉比赛项目和比赛设备，并为他们提

供设备支持和技术培训。

        萨塔以及萨塔在中国的独家总代理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

限公司一直都在积极支持和致力推动喷涂行业的发展，特别重

视对青年喷漆人才的培养，从与职业院校的日常合作与支持，

到对各类相关比赛的赞助和协作，都尽力在为这些年轻人才提

供理想的设备和搭建展现的舞台。希望能够助力他们创造辉煌，

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赛中的SATA产品

        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是世界技能

大赛首次在我国举办。届时中国的年轻技能人才将再次闪耀世界。

作为连续多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喷涂设备供应商德

国萨塔也多次见证了中国选手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荣耀时刻和大国

工匠的诞生。

（手机扫码查阅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推文）

        在2019年德国萨塔公司已正式成为

世界技能组织全球合作伙伴。

第43 中国参赛选手前往德国萨塔公司参观和培训届

为第44届冠军蒋应成先生赠送设备

为第45届优胜奖选手胡斌先生提供喷枪设备

邀请世界技能专家来到萨塔为选手进行赛前培训

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中国专家组组长张小鹏先生（左）

与第45届汽车喷漆项目优胜奖获得者胡斌先生（右）

       我国在汽车喷漆项目上的实力也有目共睹。来自萨塔校企

作单位杭州技师学院的杨金龙和蒋应成分别在2015年（43届）

和2017年（44届）连续两届荣获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

冠军，同为校友的胡斌也在2019年（45届）获得了世界技能大

赛汽车喷漆项目优胜奖。。

合

第43届汽车喷漆项目冠军 - 杨金龙先生

第44届汽车喷漆项目冠军 - 蒋应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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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学院】汽车修补涂装工艺(五)
Car Repair Coating Techniques

面漆喷涂

        在完成中涂底漆的喷涂并进行打磨修整之后就可以进行面漆

喷涂。涂装表面的光泽度、鲜艳性和良好的装饰性等都由面漆层

来提供，整个涂装工作的品质都由面漆来体现，因此面漆喷涂是

整个涂装工作最关键的工序。一旦面漆涂层出现不可弥补的缺陷，

必须将整个面涂层打磨重喷。返工既浪费了人工和材料，又拖延

了车辆的修理时间。

      （5）先对中涂底漆部位喷涂1~2层面漆，以预先遮盖中涂底

漆。大部分单工序素色面漆喷涂2层即可达到所需的漆膜厚度。

但有些颜色使用的颜料较为透明，遮盖力相对较差，需喷涂3层

~4层才能完全遮盖。

        每层之间需要闪干，连续喷涂过厚会导致溶剂挥发时产生溶

剂泡、针孔、失光等缺陷。闪干时间通常为5~10分钟，与喷涂

厚度、温度及湿度都有关，准确的判断是指触工件上非重要位置

涂膜，当涂膜达到触干即可喷涂下一道面漆。 

      

烤漆房由正常气温升至烘烤所需的60 ℃～80 ℃需要一段时间，

通常烤干单工序素色面漆需要工件表面达到 60 ℃后保持约30分

钟，故设定烤漆房时间时需考虑升温所需时间和烘烤所需时间。

（6）完成喷涂后，按涂料厂商的要求闪干后开始烘烤 面漆，
        面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油漆品种，而是相对于底漆而言，涂

装于被涂物面的最上层的涂料。

       面漆的分类方法很多，按颜色效果可分为素色漆、银粉漆和

珍珠漆等；按分散介质可分为溶剂性油漆和水性油漆；按成膜物

质种类可分为硝基漆、醇酸漆和丙烯酸漆等；按固化机理可分为

溶剂挥发型、氧化型和交联反应型等；按施工工序可分为单工序、

双工序和三工序等。

      （3）

的固化剂（双组分面漆）及稀释剂。固

化剂和稀释剂一般都会分为慢干、标准、

快干等类型，使用时要选择适合于环境

温度的固化剂和稀释剂，具体调配要求

参照涂料厂商的资料及建议，将其搅拌均

匀后用面漆过滤网过滤并倒入喷枪，素

色面漆一般使用囗径为1.3或1.4的重力

式上壶喷枪 进行喷涂。

按照产品调配要求，添加合适

（图2）

面漆的分类

1 单工序面漆的喷涂方法

2 双工序面漆的喷涂方法

      （7）

膜、胶带。可保留所需的遮蔽纸、遮蔽膜用于抛光时的保护，但

直接与漆面相接的胶带必须趁面漆未冷却时剥除，以免面漆完全

冷却后，除去胶带时车身面漆漆膜与胶带表面漆膜连在一起导致

车身漆膜被剥落。

面漆烘烤完成后，在车漆尚未冷却前去除遮蔽纸、遮蔽

      （1）

溶剂手套，穿好喷漆工作服和工作鞋。

佩戴合适的防护用具、安全眼镜、全面式供气面罩、防

      （2）

涂单工序素色面漆的清洁方法一致。

使用清洁剂对工件表面进行除油、清洁，清洁方法和喷

      （3） 调

配要求参照涂料厂商资料及建议，将色漆和稀释剂搅拌均匀后，

用专用过滤网过滤并倒入喷枪。双工序素色漆、银粉漆、珍珠漆

一般使用口径为1.3或1.4的重力式上壶喷枪进行喷涂。

按照色漆的调配比例要求，添加合适的稀释剂。具体

      （4）

厂商及喷枪厂商的资料及建议。选择带气压精准调节的喷枪，

喷涂气压不稳定会造成油漆颜色不均匀，涂膜厚度不一致。

正确操作及调节喷枪，具体喷枪设定参数需参照涂料

      （5）

预先遮盖中涂底漆。然后整板喷涂2层左右色漆，每一层之间

需要闪干5分钟 10分钟再喷涂下一层，也可以通过色漆表面

光泽判断，当表面光泽度降低至哑光时即可喷涂下一层。连续

喷涂会导致涂层过厚，溶剂挥发时易产生溶剂泡、针孔、失光

等缺陷。

喷涂色漆时，可先对中涂底漆部位喷涂1层～2层，以

～

      （6）

闪干后，使用P1000精磨砂棉进行打磨处理，也可使用P1500或

P2000水磨砂纸纸湿磨处理，然后再补喷色漆遮盖打磨位置。

对于色漆漆膜中的脏点或者微小瑕疵，可在色漆完全

      正确操作及调节喷枪，具体喷枪设定参数需参照涂料厂

商及喷枪厂商的资料及建议。选择带气压精准调节的喷枪，可选

择内置数字型喷枪、加装型数字气压表 、枪尾调压表

。喷涂气压不稳定会造成油漆颜色不均匀，涂膜厚度不

一致。

（4）

（图3

（图4）

）

图3 加装型数字气压表 图4 枪尾调压表

图2 重力式上壶喷枪

        双工序面漆指喷涂两种不同的涂料才能形成完整的面漆涂层

的喷涂系统，通常是先喷涂色漆，然后再喷涂清漆，两种涂层共

同构成完整的面漆层。色漆通常包括纯色漆、银粉漆、珍珠漆。

纯色漆只含有纯色颜料，银粉漆含有铝粉，珍珠漆含有云母颜料。

        单工序面漆指喷凃一种涂料即形成完整的面漆层的喷涂系统。

      （2）

件表面进行除油、清洁，然

后使用粘尘布粘去工件表面

的细小杂质，以减少面漆上

的脏点。

喷涂面漆前需对工

      （ ）

具，喷漆工作服、安全眼镜、

全面式供气面罩 、防

溶剂手套、工作鞋。

1 佩戴合适的防护用

（图1）

图1 全面式供气面罩

      （7）

需喷一层清漆以调整银粉、珍珠颗粒的排列，使颜色与原厂漆

效果类似。雾喷时喷涂距离拉远20厘米 25厘米调小油漆流

量，调低喷涂气压，均匀的薄喷一遍，闪干15分钟～20分钟

完全遮盖中涂底漆后，对于双工序银粉漆、珍珠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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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SATAjet X 5500 喷嘴

系统的 X-型号现已面市

I-喷嘴和O-喷嘴喷幅扇型的 HVLP/RP型号

SATAjet® X 5500

1.2I     1.3I      1.4I 1.2O    1.3O    1.4O

 

突破性的SATA X-喷嘴系统现在也有“PHASER”星际概念型号了。HVL P的 可

选喷嘴口径为1.2、1.3、1.4；而RP则可选1.2、1.3。两者都分别有“I”或“O”喷

幅扇形供选择。
 

枪身线条优雅的 SATAjet X 5500 PHASER不仅设计独特，而且适用于喷涂车

间的日常使用。

无论是使用HVLP还是RP雾化技术，喷涂技师都可以根据油漆材料、喷涂习惯、

气候条件等，从更佳操控或者更高工作速度中选择合适的型号。

 

涂厚度较厚，气温较低、湿度较大时，涂膜干燥速度减慢，要

增加闪干时间。色漆闪干时间不够充足就喷涂清漆，会导致清

漆中所含溶剂溶解底色漆而出现银粉、珍珠发花、起云等现象。

后喷涂清漆。闪干时间与喷涂厚度、气温、湿度都有关系，喷

      三工序面漆以三工序白珍珠最为常见，这类颜色需要先喷

涂底层白色纯色底色漆，再喷涂半透明的白珍珠色漆（云母），

最后喷涂清漆，三个涂层共同构成完整的面漆涂层，所以称为

三工序面漆。

3 三工序面漆的喷涂方法

      （1）

择适合的喷枪并调试好。

做好安全防护，板件清洁除油，油漆按要求调配，选

      （2）

漆后再喷涂下一层。颜色越鲜艳，遮盖中涂底漆的难度就越大，

所以要采用此面漆配方中指示的灰度的中涂底漆，或在喷涂颜

色层之前先喷涂一层灰度底色漆，否则，中涂底漆的颜色还能

通过颜色层透射出来，最终面漆的颜色就会不正确。

整喷三工序底层底色漆，要确保颜色完全遮盖中涂底

层，使银粉、珍珠颗粒排列方式类似于原厂漆，避免银粉珍珠

颗粒下沉，排列不够平，导致颗粒较细密度较小，颜色鲜艳

度高于原厂漆。

      （3）

盖住中涂底漆后，要像双工序银粉漆、珍珠漆一样加喷雾喷

当三工序面漆的底层底色漆是银粉漆或珍珠漆时，遮

      （4）

涂的湿度要低一些，刚开始喷涂的涂装技师可以采用50%重叠，

以防止珍珠颗粒排列不均匀导致漆面发花。

三工序珍珠面漆的珍珠漆喷涂时，较双工序珍珠漆喷

      （5）

说，喷涂遍数多，喷涂湿度大，颜色就越鲜艳。例如，清漆

随着喷涂厚度的增加，颜色会越深，鲜艳度会越高。由于三

工序珍珠漆或清漆多喷一层和少喷一层，面漆颜色差别较大，

为了确保颜色准确，喷涂车辆前应喷涂分色试色板比色。即

在一个试色板上喷涂好颜色层后，分别喷涂2层、3层、4层珍

珠色漆或者着色清漆，和车身相比较看喷涂了几层的颜色和车色

比较接近。 

喷涂遍数及喷涂湿度会影响最终面漆的颜色，一般来

      （6）

干时间，否则会造成后续喷涂清漆后出现起痱子、失光、变色、

面漆附着力不良等故障现象。

三工序珍珠喷涂层数较多，一定要保证每层之间的闪

       各油漆品牌建议的施工方法和喷枪口径不尽相同。此文工艺

仅供参考，请遵照油漆商的建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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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针 风帽 喷嘴
拆

装

萨塔喷枪保养12招【满满的干货】 12 skills to maintain SATA spray gun

        对于喷涂技师来说，喷枪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平时的爱护保养

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同样一款喷枪有人可以正常使用多年，也有人

使用几个月就已“伤筋动骨”，所以我们总结了一些喷枪保养的注意

事项。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并将之变成习惯，既能提高工作效率，又

能获得理想的漆膜质量，还能延长喷枪的生命力。这样的你不管走

到哪里都是专业的代名词。
        请使用萨塔专用的工具拆装喷枪和配件，禁止使用不适当的工

具，以免部件损坏，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萨塔喷枪拆卸和安装喷嘴三件套时，应严格按照“更换喷嘴套

装“程序操作。如违反操作程序，容易导致喷嘴胀裂等问题发生。

        萨塔喷枪更换喷嘴口径或喷嘴套装其中一个部件损坏时，需要

整套更换。因为每一套萨塔喷嘴套装都是经过手工喷涂检测和调校，

整套更换才能确保理想的喷涂效果。

        装拆工具的错误、不小心的磕碰，

存放位置不当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喷

嘴的损坏。根据喷枪的使用状态定期

检查喷嘴，当发现已经变形或者有损

伤时，请停止使用，避免出现不良的

喷涂效果。

不将喷枪浸泡在清洗液中

        不要将喷枪浸泡清洗液中，以免清洗液进入喷枪的空气通道，

引起喷枪的损坏，大大降低喷枪的使用寿命。

        每天喷涂工作完毕，请认真将喷枪清洗干净，尤其是喷嘴和

的每一个小孔，避免残留的油漆残渣堵塞喷枪。注意，清洗喷

时保持进气口朝上，以避免清洗液进入空气通道造成喷枪损害。

风

帽 枪

使用喷枪后请及时清洗并彻底吹干

酸性或碱性会破坏电镀层

使用SATA吹尘枪吹干水份

        清洁萨塔喷枪时，禁止使用不适当的工具，如：硬质钢丝、大

头针、回形针等，以避免空气孔、喷嘴受损。萨塔喷枪是比较精密

的设备，微小的变形都会影响到喷涂效果的理想。

        清洗喷枪要使用中性的清洗液，注意PH值要在6到8之间。否则，

很容易造成喷枪部件被腐蚀损毁。也不要使用回收蒸馏的清洗液，

因其酸性值会随着反复蒸馏而提高，从而腐蚀枪体。

使用SATA专用工具清洁喷枪

使用萨塔专用工具清洁喷枪

使用SATA专用工具安装、拆卸喷枪配件

使用萨塔专用的工具拆装喷枪

按正确的步骤安装和拆卸喷嘴三件套

①风帽 ②喷嘴 ③枪针

(黄铜) (不锈钢)(不锈钢)

喷嘴套装，包括①风帽、②喷嘴和③枪针，简称三件套。 

萨塔喷枪喷嘴套装 拆装顺序

整套更换喷嘴三件套

定期检查喷嘴和枪针密封圈等喷枪部件

损坏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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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喷涂前，检查喷涂气压调节旋钮、喷幅调节旋钮、喷涂

流量调节旋钮、扳机等部件的调节功能是否正常，如有损坏请停

止使用并及时更换。

检查喷幅调节旋钮

        萨塔喷枪清洗完毕后，请使用SATA专用润滑油涂抹可拆卸的

擦部件，以降低使用摩擦阻力，减少磨损，延长喷枪的使用寿命。

摩

润滑可拆卸的摩擦部件

请将喷枪摆放在合适的喷枪挂架上

       使用新的喷枪或更换了新的喷嘴套装后，都需要先使用SATA喷

幅质量监控套装，喷涂一个参考喷附图并记录喷涂距离、气压等数

据进行存档。

       在以后每次使用喷枪前，请用与做参考喷幅图时相同的参数和

同样的操作方法进行喷幅测试，然后与参考喷幅图进行对比，如果

喷幅相近可正常使用，如相差较大，则需要仔细清洗检查喷枪后再

次测试，必要时更换喷嘴套装。以避免出现喷涂瑕疵，造成返工。

每次喷漆前先做喷幅测试

        枪针密封圈固定螺丝没有装紧，枪针密封圈磨损，都会引发

漏油漆的状况。所以也要定期检查密封圈等相关配件。

枪针密封圈

喷涂一个参考喷幅图

        洁净的压缩空气是喷涂的关键所在，直接影响喷涂效果。使用

洁净的压缩空气也有利于喷枪的保养。建议使用SATA喷枪时配合

SATA 油水分离器，减少涂装弊病的同时对喷枪也起到更好的保护。

使用洁净的压缩空气

        喷涂气压过低会导致漆膜桔皮纹严重，雾化不良；气压过高会

产生涂层的“干喷”现象，漆膜光泽度降低和油漆的附着力下降，以

雾化的不均匀。经常气压过高对喷枪也是一种损害。

及

       三分用，七分养。再好的工具也需要精心的呵护。加强喷枪的日

常维护保养工作，不仅能有效降低故障率和维修成本，还可以大幅

度减少返工和提升工作效率。让萨塔喷枪助您喷涂工作更顺利，创

造更多的效益。

       以下是相关的操作视频，帮助你更快掌握一些保养的步骤和细节。

        因此，合适准确的气压不但对喷涂效果很重要，对喷枪的使用

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建议在非数字型SATA喷枪上加装 SATA 数

调压表，尽量确保喷涂颜色均匀和漆膜厚度的一致。

字

根据油漆公司建议调节正确的气压

空气分流环的更换方法萨塔喷幅监控套装手工清洗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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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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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萨塔产品授权京东专营店正式上线！
Hot News- Official authorized JD store has been on line

        萨塔产品优选经销商开设的首杰五金工具专营店（厦门乐非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正式上线！

        萨塔产品优选经销商开设的粤之龙汽车用品专营店（北京粤

之龙商贸有限公司）在京东商城正式上线！

        之前有太多的用户在微信后台、抖音后台、网站留言，都

在问在哪里能买到萨塔正品有没有网上购买渠道？现在，这些

问题全部解决了。后续还会有多家萨塔产品优选经销商，开设的

京东店铺上线，方便大家就近购买，尽快收货。想要使用萨塔喷

枪的用户赶快去购买吧！

SATAjet 100 B F

底漆喷枪

SATAjet C

面漆喷枪

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目前网络店铺中的产品主要以喷枪为主，有以下7款产品上线:

SATAjet X 5500

面漆喷枪

SATAjet 1500 B 

面漆喷枪

SATAjet 800 W RP

面漆喷枪

SATAjet H

下壶面漆喷枪

手机扫码进入网店

手机扫码进入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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