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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jet 1500 B 面漆喷枪

助你更快达到目标

S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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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节省油漆。

jet 

SATAjet 1500 B 有RP省漆高效和HVLP环保省漆两个型号。喷涂气压兼容度高
从0.5 巴到2.4巴。喷漆技师可以根据需要而选择。

，

 萨塔喷枪再次荣获“20佳维修工具”

       2020年12月1日，由《汽车维修与保养》杂志

社主办的Automechanika Shanghai 2020汽后

精英汇暨2019-2020年度“20佳”维修工具评选颁奖

典礼于上海成功举办。       

        “20佳”维修工具评选由《汽车维修与保养》

杂志社于2004年从美国引入国内，经过16年的

积淀与发展，“20佳”维修工具评选已成为中国

汽车后市场中关注度高、参与企业多、影响力

大的专业评选之一。

 
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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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年度“20佳”维修工具评选依然秉承初衷，以“创新、

实用、高效”为评选原则，以“公平、公正、公开”为评选宗旨。经过

专业评审团队从参赛产品的性能、科技及设计创意等方面进行严格

考评，层层筛选，最终SATAjet 1500 B RP 省漆高效面漆喷枪榜

上有名。

 
接第1版

       颁奖典礼现场，除了公布2019-2020年度“20佳”维修工具获奖

名单，“20佳”维修工具网络人气奖也重磅揭晓。德国萨塔中国独家

总代理~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位列其中。

扫码查看

SATAjet 1500 B 喷枪视频

■ 建议喷涂气压：1.8巴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HVLP推荐喷涂距离：10～15厘米(气压≤1.8巴)

 喷幅大小：约27厘米■

■ 360°旋转气管接头

■ HVLP 高流量低气压雾化技术

SATAjet 1500 B HVLP 环保省漆面漆喷枪

■ 铝合金锻造阳极氧化枪身，不锈钢枪针及枪嘴，黄铜风帽

技术参数

涂料传递效率:＞65%

耗气量：350升/分（1.8巴时）

建议喷涂距离10～15厘米

绿色

H V L P

环保省漆 高流量低气压雾化技术

（ igh olume ow 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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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喷嘴口径

SATAjet 1500 B HV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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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质保

年

SATAjet 1500 B RP省漆高效面漆喷枪

技术参数

涂料传递效率:＞65%

耗气量：290升/分（1.8巴时）

 

省漆高效 

( educed ressure) 

蓝色

R P

优化减压雾化技术

 喷幅大小：约28厘米■

■ 360°旋转气管接头

■ 铝合金锻造阳极氧化枪身，不锈钢枪针及枪嘴，黄铜风帽

■ RP优化减压雾化技术

■ 建议喷涂气压：1.8巴

■ 可应用喷涂距离：10～21厘米

■ RP推荐喷涂距离：17～21厘米(气压≤1.8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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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质保

年

1.3 1.4喷嘴口径

SATAjet 1500 B RP

建议喷涂距离17～21厘米

喷
幅

长
度

约
2
8厘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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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学院】汽车修补涂装工艺(五)

喷涂结束后的打磨抛光

        前几期我们讲了面漆的喷涂方法和面漆的喷涂方法【续】。

整个面漆涂层的喷涂结束以后，涂装的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但

还需要进行最后的修整工作，涂膜的修整主要包括：清除贴护、

修理小范围内的缺陷和表面抛光等。

      （1）清除漆面上的尘点颗粒、轻微流痕、橘皮、细微砂纸痕

迹、划痕等小的缺陷和局部喷涂时溅落于旧涂膜上的漆尘。

Car Repair Coating Techniques

      （2）

一致，增加涂膜的光泽度与平滑度，使漆面纹理统一，光泽度、

饱满度、平滑度美观一致

处理新、旧涂膜交界处的过渡区域，使新、旧漆面效果

      （3）

差等不良环境影响，涂膜受到的侵蚀程度复杂多样。这些侵蚀只

靠简单的清洗无法将其消除，而要通过打磨和抛光来清除涂面的

缺陷，使涂面重新变得光滑、靓丽。

旧涂膜翻新。汽车表面长期受到阳光、风沙、雨雪、温

      （3）

差等不良环境影响，涂膜受到的侵蚀程度复杂多样。这些侵蚀只

靠简单的清洗无法将其消除，而要通过打磨和抛光来清除涂面的

缺陷，使涂面重新变得光滑、靓丽。

旧涂膜翻新。汽车表面长期受到阳光、风沙、雨雪、温

        美容打蜡的目的是让美容蜡在涂膜表面形成一层薄的保护膜，

减轻外界因素对涂膜的影响和破坏，提高涂膜的光泽度，保护涂

膜，而抛光的作用是清除缺陷及补救。在美容店及汽车维修企业，

往往是先抛光去除缺陷，再在汽车表面打蜡。

2.1 抛光机

        抛光机有电动式抛光机和气动式抛光机。电动式抛光机的优

点是不会受到压缩空气不足或者没有气源的影响。气动式抛光机

质量较轻且使用寿命更长，使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比较安全。

抛光机根据旋转方式可分为单动作抛光机和双动作抛光机，双动

作抛光机的切削力较小，研磨力度小，切削、抛光效率比单动作

抛光机低，但抛光效果更平滑。

2.2 抛光轮

        常见抛光轮按照材料的不同可分为两种：羊毛轮，研磨力

强，一般用于粗抛光；海绵轮，研磨力较小，一般用于细抛光。

抛光轮一般分为3种颜色：白色，一般做粗抛光轮；黄色，一般

做细抛光轮；黑色，一般做精细抛光轮。

3.1 抛光前遮蔽

        为了防止抛光前打磨和抛光时损伤相邻工件或其他车身部件，

防止抛光蜡飞溅到玻璃等其他车体表面上增加后续的清洁工作量，

需要对这些部位进行遮蔽保护。面漆喷涂完成后，对于可以保留

的遮蔽材料应尽量保留至抛光使用，不要全部去除。

3.2 抛光安全防护

        为防止吸入抛光时产生的微细粉尘、颗粒，抛光时应佩戴防

尘口罩、防护眼镜、安全鞋。如果抛光前打磨采用干磨，打磨时

同样需佩戴防尘口罩。

SATA air star F 过滤式呼吸口罩 SATA 护目镜

3.3 打磨缺陷部位

        打磨前应确保新喷漆面已经完全干燥，非快干型的双组分涂

料应在喷涂后烘烤30分钟，烘烤温度为60 ℃，待漆面温度冷却

后，或自然干燥24小时左右后进行抛光，具体需要根据所使用

产品的说明书确定。

        打磨砂纸型号需参照不同砂纸厂商要求，通常可以用海绵打

磨垫配合P1000水磨砂纸打磨缺陷部位，然后再用P1200水磨砂

纸和P1500水磨砂纸打磨。也可以使用偏心距小于3毫米的双作用

打磨机配合P1000精磨砂棉、P2000精磨砂棉、P4000精磨砂棉打

磨缺陷部位，把流痕、脏粒、轻微划痕打磨平整，但要注意不能

磨穿涂膜，否则就需要重新喷涂。

       面漆颜色越深，打磨砂纸痕就越明显，要求打磨的砂纸越细。

水磨砂纸所使用的水桶要干净，不要因为砂纸沾上了之前的粗打

磨粉尘或小砂砾而导致漆面的划伤。无论是使用水磨砂纸还是精

磨砂棉，由于水桶容易被污染，使用喷壶喷水是一个比较安全洁

净的方法。由于车身表面存在弧度，且缺陷部位通常面积不大，

所以使用小型打磨机及抛光机进行点打磨、点抛光是一个非常高

效且低成本的方法。

3.4 粗抛

        清洁涂膜表面，将抛光机的转速调至1000转/分～1500转/分，

安装好白色羊毛轮，将粗抛光蜡均匀地涂于工件表面上，用羊毛

轮将抛光蜡手工抹均匀，然后将抛光机的羊毛轮以15°贴在涂膜上

后开动抛光机，可以稍微加点压力，或者完全利用抛光机自身的

质量，在漆面上来回移动抛光。

        刚开始粗抛时，为了快速抛掉打磨砂纸痕，可以增加点压力，

这样一来对涂膜的摩擦力增加，切削力也会增大，一次抛光面积

不宜过大，约为60×60 厘米，以免抛光中乳液干结在工件表面，

抛光时划伤涂膜。抛光时要特别注意棱线、棱角及高出平面的部

位，这些部位抛光时抛光轮接触压力会较其他部位大，容易磨穿

涂膜。

3.5 细抛
 

        当涂膜表面用粗抛光蜡完成抛光后，涂膜的打磨砂纸痕已经

去除，涂膜呈现部分光泽。此时需要用细抛光蜡消除粗抛光轮所

产生的细小抛光轮痕迹，使涂膜更平滑、光亮。

       用干净的软布擦净前道抛光残留物，摇匀细抛光蜡，将其均

匀涂于工件表面，此时应将抛光机转速调整到1500转/分～2000

转/分，按照粗抛光的方法均匀移动抛光机，但因为抛光机转速高，

双手对抛光机所施加的压力应该尽可能小一些。为了降低工件表

面温度，也为了使抛光效果更平滑，在细抛的后期阶段，可以用

喷壶往工件表面上喷一点水来抛光。对于抛光机难以进行抛光的

部位，可以使用专用抛光软布进行手工抛光。完成抛光后，使用

干净的软布擦净涂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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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深色面漆精细抛光 

        深色面漆如黑色、红色，因为反光较强，容易看出表面经过

细抛光蜡抛光后的抛光轮转动痕迹，所以还需要继续使用更细的

抛光蜡及黑色海绵轮对漆面继续进行精细抛光，以消除前一道抛

光蜡抛光后所造成的抛光痕迹。

        单工序素色面漆接口及清漆局部修补的接口边缘部位涂膜较

薄，一定要将这个部位抛光至亮度和新喷漆面、旧漆面完全一致；

要防止修补区域边缘被磨掉及抛掉产生台阶状边界，如果一且产

生台阶，修补接口抛光就完全失败了，只能重新打磨喷涂色漆及

清漆。

4.1 抛光前打磨

4.2 抛光

        利用喷壶喷水，用P1200水磨砂纸和P1500水磨砂纸，或者

用P2000精磨砂棉、P4000精磨砂棉精细打磨。打磨方向要从新

喷部位向旧漆面部位单向小心打磨，在尽可能保留接口处新喷涂

膜的前提下磨去粗糙漆尘和磨轻橘皮。

        对接口部位使用小型抛光机进行抛光。为了防止白色羊毛球

配粗抛光蜡将接口部位抛穿，可直接从海绵轮配细抛光蜡开始抛

光，抛光方向也要从新喷区域向旧漆面区域单向抛光，抛光力度

不宜过大。细抛光蜡抛光后如果接口区域还达不到和新喷区域、

旧漆面区域的亮度一致，继续使用更细的抛光蜡和黑色海绵轮对

接口区域进行抛光。

        耐擦伤清漆由于表面硬度较高，较难打磨，故抛光难度也相

应加大。

5.1 抛光前打磨

5.2 抛光

        一般来说，耐擦伤清漆干燥时间越长，就越难打磨，最好在

24小时内打磨及抛光，具体请参考产品说明书。耐擦伤清漆抛光

前打磨最好使用干磨机，可使用偏心距为2.5～3毫米的双动作打

磨机，安装中间软垫，使用P1000精磨砂棉、P2000精磨砂棉、

P4000精磨砂棉依次打磨。如果需打磨面积较小，则使用点磨

机。

        耐擦伤清漆干燥时间越长，抛光难度就越大，如超过24小时

后抛光，则要使用白色羊毛轮配粗抛光蜡，如发现抛除打磨砂纸

痕效果不理想，可以更换一种切削能力更强的抛光蜡进行抛光。

此文工艺仅供参考，请遵照油漆商和设备商的建议施工。

【萨塔维权2020】制假售假，刑法严惩！ SATA Anti-Priacy Action

        2020年6月至8月，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SATA GmbH & 

Co. KG）针对速卖通平台上的两家店铺 “Bojoz”及 “Essay”

其多家供应商进行了产供销全面的维权行动。

及

        2020年6月至8月，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SATA GmbH & 

Co. KG）针对速卖通平台上的两家店铺 “Bojoz”及 “Essay”

及其多家供应商进行了产供销全面的维权行动。

其中一处制假窝点

        公安机关对宁波市、台州市、芜湖市等地多个制假、售假窝点

进行了查处，扣扣押了4500余件假冒德国“SATA” 的物品。

其中包括不同型号的假冒喷枪成品、枪体、配件、说明书、标签、

包装盒等。同时还扣押了用于制造假冒产品的激光刻录机、数台笔

记本电脑和手机等作案工具。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予以

刑事拘留。

商标

假冒包装盒和标签

假冒枪体



SATANEWS 5

A letter of thanks from Germany

假冒说明书

假冒配件

       德国萨塔公司将联合相关执法部门对仍在制假、售假的侵权者

们，根据《刑法》，给予严厉打击！打假维权，萨塔公司从来没有

停止过行动！

一封来自德国的感谢信......

       2020年10月海曙经侦大队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感谢信。

与这封信一同漂洋过海来的还有一幅牌匾，事情还得从今年5月说

起。

        2020年5月，海曙经侦大队接到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驻中

国办事处报案，称有人通过跨境电商在互联网上大肆销售仿冒的该

公司产品，累计金额高达上百万元，且发货网点就在海曙辖区内。

        据了解，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主要生产汽车上漆专用喷枪，

品牌为该商品类全球前三，单把喷枪价格在0.6万至1.3万元人民币

之间，有“喷枪界的爱马仕”之称。

（满桌的假冒喷漆枪）

        根据嫌疑人的交代，民警了解到该男子只是中转销售，而他的

上家另有其人。最让民警感到震惊的是原价上千美元一把的正版喷

枪，嫌疑人通过跨境电商只卖几十美元一把，短短一年多时间，在

他一个人的“经营下”竟达到上百万元的销售额。

        本着“打假溯源、制假全产业链打击”的宗旨，大队继续深挖

线索，扩线侦查，找到了所在安徽、台州的批发上家李某及生产上

家余某某和李某。

        安徽的批发上家是一个只做零件组装和激光刻标的中间商，民

警在他家中搜获大量的零部件和一间小型的生产组装车间。

        而台州的生产上家是一家零部件生产商，民警前往调查时发现

该商家表面上是一家正规的生厂商，但车间内的一把正版喷枪引起

了民警的注意。

        这条集销售、组装、生产为一体的制假链，被海曙警方成功打

掉。目前，该案犯罪嫌疑人均已被海曙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过跟踪调查，民警在离厂家不远处发现了整间堆满各种假冒

产品包装、说明书、防伪码的一间小平房。这家表面上正规的厂家

其实私下会代加工各类零部件，只要给出相应的尺寸就可以进行加

工。

        接到报案后，经侦大队民警谭晓波通过调查发现该售假嫌疑人

在古林某小区内，经侦大队在制定详细的抓捕方案后联合古林派出

所前往该小区实施抓捕。

        在抓捕现场，民警发现在嫌疑人家中有少量的假冒喷枪，随后

又在其家中的车库内发现了大量打包好准备发出的快递，快递内都

是假冒的喷枪。



SATA trueSun LED 

日光对色灯： 

把日光带进车间。

SATA RPS 多功能免洗枪壶：

确保涂料均匀流动，大幅度减

少 清 洗 工 作 ， 特 别 适 用 于水

性漆。

SATAjet X 5500 面漆喷枪：

萨塔X- 喷嘴系统为未来的喷

涂应用定义了新的标准。 不

仅适用于溶剂型油漆，而且

也适用于水性漆的喷涂。

SATA filter 484 油水分离器：

三级过滤系统，确保细微的油

蒸气全部被过滤，是喷涂水性

漆的必备设备。

SATA dry jet 2 

新 一 代 水 性 漆吹风 筒： 

令水 性 漆 干 燥 更 快 速 更彻底。

SATANEWS 6

        成功打掉这条集销售、

组装、生产为一体的制假链

后，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

向海曙警方寄来一份感谢信。

      “贵局依法办案有效地

制止了制售假犯罪行为以及

维护了商标人的合法权益。

在此，萨塔公司对贵局经济

侦查大队和古林派出所为我

司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付出的

辛勤劳动和努力致以最诚挚

的感谢。”信中，德国萨塔

有限两合公司深刻表达了对

海曙经侦大队及古林派出所

严格执法、打击知识产权犯

罪的感激之情。

此案件的顺利告破

严惩了各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为境内外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

德国SATA水性漆喷涂设备

为您的水性漆喷涂保驾护航

专业水性漆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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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萨塔淘宝企业店持续上线！
Hot News- Official authorized JD store has been 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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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塔产品入驻京东AMR中国汽保商城！

 

        随着SATA产品第三家授权优选经销商

增加了网络销售方式，购买萨塔正品的渠道

也更加丰富。后续还将会有更多萨塔产品优

选经销商开设的网络店铺上线，方便大家就

近购买，尽快收货。想要使用萨塔喷枪的用

户赶快购买吧

扫码访问汽保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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