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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领航      重装出击 Another Smash Hit of Industry Leader

Meet you at AMR 2021

德国萨塔与您在AMR2021北京国际汽保展 不见不散

         深圳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是德国萨塔有限两合

公司（SATA GmbH & Co. Kg 授权在中国大陆、香港、

澳门地区的独家总代理，已连续参加AMR北京国际汽

保展17年。历年展会，我们都以新颖的创意、华美的

设计、创新的产品以及丰富的活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无论是2019年的“甜蜜的六十年代”、2018年的

“啤酒节”、2017年的“与你同飞（Come fly with me）”

2016年的“66号公路”（Ro u te 66） ”，还是2015年

的“加州梦”（Ca l i fo rn ia Dreaming），无一不是德国

萨塔精工理念和创新艺术融合的完美体现。

）

、

         2021年，我们又将踏上新的征程。本次展会，我

们的展位位于W1号馆F01特装展台，参展面积180平方

米，设计风格也还是继续由德国SATA设计团队倾心打

造，以“畅游萨塔的世界”为主题，将七大洲的经典建筑、

人文、文化融入其中，在感受萨塔产品的同时，顺便了

解世界风情。萨塔展台还设有模拟喷涂比赛、现场趣

味拍照等体验活动将会让您乐在其中，并有定制精美

礼品相送。此次展会的萨塔展台一定会再次给您带来

意想不到的惊喜，期待您的莅临。

欢迎莅临我司展位

萨塔展台
W1 F01

塔的萨 世
游 界

畅

AMR北京国际汽车维修检测诊断设备、

零部件及美容展览会

2021年4月24至27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展 会 首 发
全 新 产 品

SATA filter 500

系列油水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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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塔新创意，“明星”送惊喜！
SATA's new idea, AFu brings you cheer

德国萨塔有限两合公司

总经理—阿尔伯特·克鲁斯先生

邀请德国阿福（中国网红、明星）

共同完成一件非常有创意和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能给一位中国朋友带来惊喜

为他的生活增添一点色彩

        阿福/Thomas，来自德国的中国女婿，原名Thomas

Derksen，别名：阿福Thomas。明星、网红、自媒体人、

中德文化交流友人、作家、多语言主持人。曾就读于上

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政治

与经济系。

       自2016年起，阿福与妻子朱莉萍定居上海，一直用

他的自媒体频道记录自己在中德两国间不同文化的生活

体验。阿福立志成为中德文化的桥梁。

阿福Thomas

阿福是如何完成这个

有意思的创意呢

请点击视频观看详情

扫码查看视频

SATAjet X 5500 PHASER

星际概念喷枪 

带SATAjet X 5500 

喷嘴系统的X-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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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来了，水性漆设备选择很重要！
New National Standard: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the right equipment for acrylic paint

GB/T 38597-2020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GB/T 38597-2020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再次升级和严格的涂料标准

让水性漆喷涂更加普及

甄选优质的水性漆喷涂设备

也将成为各喷涂企业的重中之重

扫码查看完整版

扫码查看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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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 喷枪  / 水性漆

■ 能够将水性漆充分雾化，颗粒排列均匀，以形成优质的水

   性漆漆膜，同时加快漆膜的干燥；

■ 具备出色的油漆传递效率，减少水性漆的过度喷涂和大量

   漆雾反弹造成的浪费，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 核心部件材质及设计构造满足水性漆喷涂的耐腐蚀、易清

   洗特性。

SATA 油水分离器  / 水性漆

■ 3种不同材质的滤芯，高效稳定的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杂质

   和油、水蒸汽，为更容易被污染的水性漆提供洁净的压缩

   空气，避免造成多种漆膜质量缺陷，明显降低返工率同时

   节省成本；

■ 滤芯体积(过滤面积)大，能有效吸附更多的杂质；通气量

    大，也能满足多个设备同时使用；

■ 带全自动排水装置，也避免了维护的繁琐和人工的浪费；

■ 独有滤芯计时器，维护保养周期一目了然。

SATA 全面式供气面罩  / 水性漆

■ 提供更安全的呼吸保护，包括呼吸系统、眼睛、耳朵、

   口鼻等重要器官；

■ 降低喷漆风险，相对于溶剂油漆，水性漆更容易通过人体

   的黏液(例如泪水)，以及皮肤把有害物质渗入人体。所以

   从调漆到喷涂以及清洗整个工作流程都需要加强防护；

■ 理想的喷涂技师保护装备是：全面式供气面罩、专业连体

   工作服、防溶剂手套和安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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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 多功能免洗枪壶  / 水性漆

■ 壶身印有油漆混合比例和容量刻度，且带有水性漆滤网，

   可直接在枪壶内调配及搅拌，无需使用调漆杯及过滤漏

   斗，满足水性漆的环保初衷；

■ 可迅速更换颜色，只需冲洗喷枪涂料通路即可；

■ 可密封储存剩余水性漆涂料，避免浪费，节省成本；

■ 用完可直接抛弃，节省清洗时间和资源耗费。无需特殊

   的废物处理系统，保护环境。

SATA水性漆吹风筒  / 水性漆

■ 大面积吹风嘴令效能提高 ，加快水性漆干燥时间；

■ 吹风量大，能源消耗低，省钱省时更环保；

■ 可移动的吹风筒支架套装，释放喷涂技师双手，自

   动完成吹干工作。

        针对汽车维修的水性漆喷涂，萨塔有完整的配套解决方案助力

喷漆技师轻松完成从溶剂型油漆到水性漆的顺利切换，达到理想的

涂装效果。这也是众多企业选择萨塔水性漆设备的重要原因。

扫码查看视频

扒一扒门板喷涂缺陷&喷涂实操演示 Technical Exchange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汽车维护与修理

扫码查看视频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修车学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

泽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蒋守德老师就门板喷涂的一些常

见缺陷给大家讲解，并为我们做喷涂示范。详扫码查看视频↓



        珍珠白、珠光宝石黑、月光银、星际灰……听听这些车身颜色

名，是不是就对车心生向往？大部分人在选择车时，除了考虑品

牌、价格、性能之外还有个不必可少的选项，那就是车身颜色。

        不同的车身颜色彰显着不同汽车品牌的独特气质。而颜色的

光滑度，细腻感是取决于喷枪的使用，这你可能想不到，宝马、

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大众等这些你耳熟能详的汽车品牌厂

商所采用的喷枪及一些辅助配件大多都来自于这家德国百年品牌 

— 萨塔（SATA）公司。

        自1907年创立以来，萨塔（SATA）公司一直坚持在德国原厂

生产自己的产品，并且致力于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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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

之路上一骑绝尘。也正因此，萨塔公司的喷涂产品备受青睐，20

世纪90年代进入大陆以来，萨塔也在整个汽车涂装行业的市场份

额超过60%。

        大到汽车主机厂、巴士厂、知名品牌4S店，小到私营的汽车

改装厂、修理厂等，随处可见萨塔（SATA）提供的优质产品配套

服务和解决方案决方案。这样一站式全套的方案不仅整合了萨塔

（SATA）自身优质的产品资源，简化了原本繁杂的喷漆操作流程，

也在提高喷涂效率和喷涂质量的同时为用户降低了各种费用的支出。

        截至目前，大陆地区有近300家特约经销商长期为不同的客户

服务，同时负责萨塔（SATA）产品正品的销售。

        萨塔（SATA）在努力做大做强的同时还肩负着行业领域专业

技能龙头老大的地位。在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由世界技能组织

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选手正是用的萨塔（SATA）的设备

赢得了第43届和第44届汽车喷漆项目的冠军。

        正因为萨塔（SATA）处于行业龙头的地位，自进入大陆市

场以来，其产品被各种不法分子盯上，不法分子通过仿冒萨塔

（SATA）产品牟取不法利益。为此萨塔（SATA）产品的侵权事

件就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     

       在2018年7月至2020年7月间，李某通过网络购买喷枪等配件，

并使用光刻机在配件上刻印“SATA”商标标识，随后组装配件并冒

充德国SATA原装正品喷枪在淘宝等电商平台上销售，公安机关发

现犯罪线索后，迅速侦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院起诉，

判决李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10万元；没收涉案假冒商标的喷漆枪成品229套以及其他作案

工具。在审理过程中，李某向德国萨塔呈递了深刻的悔过书，并

支付大额度的民事赔偿。

        因为贪图非法所得，实施假冒SATA注册商标的违法犯罪行

为，侵权人最终身陷牢狱之灾，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该公司因其在广交会等场所向境外客商销售侵犯萨塔公司的

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伪劣产品的行为，在过去两年间，受到多地法

院的判决，赔偿萨塔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合计200多万元。在此

基础上，广东法院再次针对该公司侵犯SATA商标权行为作出判

决，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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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3·15又一侵权案曝光，给爱车喷漆时也得擦亮眼睛！
【Reproduction】Another infringement case came to light: 

 Be mindful when choosing your spray gun!

萨塔(SATA)德国总部萨塔(SATA)德国总部

德国萨塔(SATA)专业喷涂设备

        以2020年为例，仅在去年一年萨塔（SATA）就在大陆多地

法院开展了近20起知识产权的民事维权诉讼，向涉嫌侵权企业发

送律师警告函20封，与电商平台积极合作删除了1500

权产品的链接信息。

多条展示侵

        回顾去年发生的侵权事件，有多起重要案件均发生浙江省内。

经调查，公安机关在宁波市、台州市等多地发现了多个制假、售

假窝点。进行查处后，扣押了超过4500件假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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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

        侵权的现象虽时有发生，但 是 面 对 这 些 侵 权 事 件 ， 萨 塔

（SATA）始终坚定维权。一方面，对自身品牌价值的守护，另

一方面努力铲除各种制假、售假的团伙，维护消费者们的权益。

只有从源头上杜绝假货，才能让大家用到真材实料的高品质萨塔

产品。

        所有侵权案件中，赔偿金额最大的案件背后侵权主体是一家

规模并不小的浙江企业—浙江某气动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时，千万要认准萨塔

从正规规途径购买正品。如遇仿冒产品，应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

举报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SATA）品牌。

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见习记者 周琪

准备组装的假冒SATA喷枪配件

正在准备组装的假冒SATA喷枪枪体

正在准备组装的假冒SATA喷枪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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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萨塔淘宝企业店持续上线！
Hot News- Official authorized Taobao and JD store has been 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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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家】京东 ！萨塔企业店上线了

德国  油水分离器SATA 新

新推出的SATA filter 500系列油水分离器 

提供洁净的压缩空气

■ 在4个输出接口的情况下，空气流量仍能达到约3800升/分钟

■ 纤维棉精细滤芯和活性炭滤芯只需要简单的操作便能轻松安装

–不需要螺接或附加密封件

■ 优化压缩空气，彻底分隔和过滤水、油、灰尘颗粒和有害物质

■ 免保养卡口式接头，连接时可感觉到和听到声音

■ 左侧或右侧均可进行管道连接

■ 滤芯的维护周期一致: 所有级别的过滤器都仅需

每6个月进行一次维护保养

要获得进一步资讯，请浏览: 

www.sata.com/filter

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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