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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汽保集团钣喷流水线的创新性与先进性
◆文/中一汽保集团 刘炜
从行业的竞争态势和发展的需要来看，

置、限位停止器、感应器和电控装置组成。

漆雾的净 化装 置，无水泵及复杂的管道 系

作为国内喷烤漆房年销售量最多、产品质量

通电后，由电机减速机带动链条实现双循环

统，解决了水泵、管道及喷嘴易堵塞的问题。

最好的企业，中一汽保集团深知必须快速拿

运转，链条安装在4mm的花纹板下，可防止

本装置采用排风机的风力诱导提水形成循环

出市场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才能在竞争

漆雾进 入链条，花纹板能 承 载 4t左右的工

水幕，在风力提水过程中提起的水被吹散成

中处于优势地位。基于此，中一汽保集团推

件。地面双循环板式输送链能够轻松把工

水雾状。含有漆雾的空气首先与水幕撞击，

出了行业内功能最为齐全、性能安全可靠、

件从打磨、擦净工位自动化输送到喷烤漆房

其中的部分黏性物质被截留于水中，然后穿

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全新钣喷流水线产品，其

内作业，并能随时通过遥控器使工件在任何

过水帘进入气、水搅拌通道，与通道里的水

创新性与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个工位上停止或继续作业。进一步节省了

雾搅拌混合，将颗粒物完全清洗到水中。一

工人劳动强度和时间，加速了工作效率的提

部分水跟随气流组织进入集气箱后，由导流

一、创新性

高，已经运用到工程案例中。

板将空气与水分离，处理后的气体穿过挡水

1.手动式滑动小车

3.双层夹网钢化玻璃

板，由排风机排放到大气中；而被分离的水

2007年，手动式滑动小车第一次在中

中一汽保集团在钣喷流水线中首创使

在集气箱汇集后流入溢水槽，溢流到泛水板

一汽保集团的钣喷流 水线上 推出使用。工

用双层夹网钢化玻璃，厚度8.28mm，两边

上形成均匀的水幕，如此往复循环，可有效

件进入打磨房后，将工件的四个车轮支承在

为钢化玻璃，中间为透明胶带和金属网片，

去除空气中的漆雾颗粒有害成分。循环水中

移动小车上刹车固定，进行原子灰的打磨清

即使打破了，玻璃碎片仍会全部粘接在中间

添加专用的漆雾絮凝剂，改变漆雾的黏附状

理作业，结束后，遥控开启中间的电动卷帘

胶带上，不会散落。普通钢化玻璃碎了会贱

况，使被清洗在水中的漆雾结成渣块漂浮于

门，仅需一名操作工即可轻松将待喷工件沿

到工件上，损坏工件质量。而且双层夹网钢

水面。设备运行过程中不断有新水经自动补

底部小车轨道推移进入喷烤漆房内，进行下

化玻璃较以往的单层钢化玻璃在保温效果

水装置加入水箱，水箱中的水可反复循环使

一轮的喷烤漆作业。形成车动人不动的作业

上、安全性能上均有显著提高。同时房体呈

用，不需排放，漆雾颗粒净化效率≥99％。

状态，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滑

全透明状态，非常适合教学、培训使用，可

动小车已拿到国家专利机构颁布的正式的

使学员可随时观察房体内的操作情况。

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通知书。

4.水溶性油漆吹风装置

2.地面双循环板式输送链

洁净空气

应市场需求，中一汽保集团于2006年

2013年 3月，地面双循环 板式 输送链

推出第一代顶部水溶性油漆吹风装置和四

第一次在中一汽保集团的钣喷流水线上推

角水溶性油漆吹风装置，此装置可加快室内

出使用。其由双循环板式链条、电机减速机

热空气流动，改善室内死角风量、热量不均

传动机构、钢结构链条支撑架、高度调节装

匀的情况，促使水性涂料的干燥速度变快，
减短了烘干时间，大大节省了能源。
2009年，中一汽保集团推出第二代顶部
水溶性油漆装置，设置了百叶窗，喷漆时关闭
它，烤漆时打开它，可代替不锈钢吹风嘴。并
且，此装置可在喷漆时防止灰尘的掉落。
目前，中一汽保 集团的顶部水溶性吹
风装置、四角水溶性吹风装置已拿到国家专
利机构颁布的实用新型专利受理通知书。
2014年，中一汽保集团将推出第三代顶部
水溶性油漆吹风装置。

5.无泵水幕帘过滤装置
地面双循环板式输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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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泵水幕帘过滤装置是一种湿式处理

无泵水幕帘过滤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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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一汽保集团还增加干式抽屉玻璃纤

7.量子宽波电加热装置

中国汽保

寿命长，而且 灯管表面加装了喷砂 钢化 玻

维过滤毡和活性炭废气净化器来配套使用，

2009年，中一汽保集团的量子宽波电

璃，可以保护操作人的眼睛。与普通日光灯

用来处理含量较高的油漆漆雾，最终使废气

加热装置通过北京交通产品认证和权威机

管相比，冷光源LED日光灯管优势表现在以

达标排放。上海通用集团一直在使用此款装

构的检测，并荣获证书。量子宽波电加热装

下几个方面。

置，与同类其他产品相比，效果极佳。

置改变了传统的“传导”、
“对流”的导热方

(1)发光效率

目前，无泵水幕帘过滤装置已拿到国家

式，以极强的新概念红外辐射为热源，在空

普通日光灯的发光效率大概是53流明

专利机构颁布的正式的实用新型专利受理

间垂直沿内形成宽波定向安全辐射。辐射的

/瓦左右，LED日光灯(扩散罩)大概是80流

通知书。

波长广且在平面内均匀分布，其电磁场强，

明/瓦左右，用透明罩的可高达97流明/瓦。

6.湿式自动水喷淋消防装置

可迅速穿透任何物质，并在物质内使分子结

另外，传统日光灯是全圆(360°)发光，有一

为了让喷烤漆房在使用过程中更安全

构瞬间产生高速排列振动。烘烤过程中油漆

大部分光能浪费在背面，实际用于照明的光

可靠，2012年，中一汽保集团推出湿式自动

里的水分和溶剂会被最先蒸发掉，不像传统

量只占总光量的60%～65%。一般LED日

水喷淋消防灭火装置，该系统管网内依靠高

烤漆技术会使外表已经干固的油漆层产生

光灯的发光角在120°～180°，基本上都是

位消防水箱而充满压力水，长期处于备用工

气泡、小孔、 褶皱、 裂纹等，且腻子、油漆

有效光。按此方法计算：

作状态，适合在4～70℃的环境中使用。

等的附着力强、韧性好、整体性好，由物质内

当保护区域内发生火灾时，温感和烟感

部向外部有效保征烘干质量。

一个40瓦(外加8W镇流器)的传统灯的
发光量为：53流明/瓦×40瓦×65%(有效发

探头两种感应装置会进行侦测。随着环境温

量子宽波电加热装置的烘烤过程既不

度升高，烟气达到一定浓度时，感温感烟探

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 也没有任何有害

一 个 18 瓦 的 L E D 灯 的 发 光 量 为：

头报警，并直接反馈给电器控制系统，此时

气体或物质排出，避免了空气流动对烤漆表

8 0流明 / 瓦×19瓦(实耗)×10 0%(有 效 发

喷头的温度敏感元件(闭式喷头的锁片或玻

面产生的二次污染，且无任何噪声，完全符

光)=1520流明。

璃球喷头受热熔化脱落或玻璃球破裂爆炸)

合环保要求。

(2)节能性

光)=1378流明；

喷头自动将管道中的水直接喷向火灾发生

该技术简化了工艺，减少了污染，大幅

40W普 通日光灯的能 耗=灯管能 耗+

区域，消防水箱水流流经过湿式报警阀，湿

节能，降低成本，为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

镇流器能耗=40W +8W =48W。把18W

式报警阀自动打开，阀内的压力开关也自动

济和社会效益，在材料保护的热能工程领域

LED日光管 、40W普通日光管、200W白

打开，而这个压力开关的信号线和消防泵连

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技术变革。

炽 灯三者 进行比 较：①三者实际能 耗分别

锁，泵就自动启动，把水池的水通过主干管

目前，量子宽波电加热装置已拿到国家

为18W、48W、20 0W；②24小时耗电分

道提供到喷淋头，开始喷水工作，迅速将火

专利机构颁布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受

别为18×24=0.432度、48×24=1.152度、

扑灭，安全性能达到最佳。

理通知书。并已大批量在全国范围内运用。

200×24=4.8度；③年用电量分别为0.432

8.电器控制部分

×365=158度、1.152×360=414度、4.8×

目前，湿式自动水喷淋消防灭火装置已
拿到国家专利机构颁布的实用新型专利受

中一汽保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在钣喷流

理通知书，并且中一汽保集团的北京客户将

水线电器控制部分使用大屏幕彩色液晶触

投入使用。

膜屏显示全部操作过程和故障状态的企业。

综上所述，一年节省电费，以商业用电

并使用变频器来调整风机转速，控制压力大

1度电1元，24小时开灯来计算，LED日光

小。此装置还具用远程 控制和无线上网功

管一年可比普通光管省256元，比白炽灯省

能，实现了在家通过互联网即可侦测客户故

1594元。

障的功能。同时还实现多点控制，可完成自

(3)环保性

水喷头

压力开关

湿式报警阀

感温感烟探头

电器设备

水泵

漆雾溶度感应头

调整系统，加装臂杆红外探头。

元、414×1=414元、1752×1=1752元。

荧光管日光灯难以摆脱汞污染的问题，
使用LED日光灯则可以远离毒性物质。

(4)发光原理

电气控制板

火灾收信机

动与手动切换，以及实现采用控制自动恒压

365=1752度；④年电费分别为158×1=158

二、先进性
火灾传感器

可燃性气体报警装置

湿式自动水喷淋消防装置示意图

1.冷光源LED日光灯管

LED白光灯是蓝光芯片经黄色荧光粉
转换白光；光源波宽范围窄，可以控制在可

中一汽保集团中钣喷流水线中用冷光

见光范围内，不产生紫外线。普通日光灯是

源LED日光灯管替代了传统的普通日光灯

紫外线光源经荧光粉转换为白光，无法做到

管。冷光源LED日光灯管节能、照明度高、

完全没有紫外线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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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寿命
电感镇流日光 灯 可以 工作 6 0 0 0小时
(3000小时，光衰50%)，电子镇流日光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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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而且，进口防火门锁的外型美观度优于

位地喷涂，通常在喷烤漆房顶部安装闭式圆

普通大门插销。

形轻型悬挂链和吊具，每间隔600mm可挂一

4.顶部空气净化部分

工件，而且工件可随着悬挂链上的齿轮进行

常规的喷烤漆房顶部，需二个人合力，

旋转喷涂，时间变频控制，避免了喷涂不均匀

工作30000小时。

松开紧固顶棉框的螺栓，拿下垫片，再用力

现象的存在。此装置由链条、驱动装置、张紧

(6)出厂价格

取下顶棉框，费力费时。中一汽保集团钣喷

装置、轨道、吊具和电控系统等组成。

目前，质量较好的18W LED日光灯价

流水线的顶部空气净化部分为凹凸式吊挂

7.打磨房顶部安装三维烤灯

钱在200元/PCS左右，传统日光灯的价钱

样式，顶棉框与顶梁之间一边用吊钩相连，

局部红外加热的运用，可实现车体局部

为30元/PCS左右，这是现在LED日光灯在

一边用塑柄螺栓压制在固定架上。只要一人

腻子烘烤，同时灯头可进行纵向、横向和上

推广应用中的最大瓶颈。

松 开固定 架上的塑柄螺栓，即可打开顶棉

下三维方向的自由调整，方便不同角度和部

2.直燃式空气加热装置

框，进行顶棉的更换，表面喷塑，美观大方。

位的烤漆需求。并且每个发射管配有独立控

以工作3000小时；而好的LED白光灯可以

直燃式空气加热装置是由间接加热燃

制开关和测温功能，方便不同工作表面的自

烧机改进而来的。为应对世界能源危机，解

由选择。打磨房顶部安装三维烤灯可使烤漆

决间接加热能量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减少

(腻)时间短、工作效率高、漆面质量好。

燃油燃烧机的使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产生
了直接燃烧加热装置的研发。
中一汽保集团结合美国技术，率先在国
内采用直接燃烧燃气加热，经过长时间、反
复的性能测试，发现与间接燃油、燃气燃烧
相比，直燃式空气加热装置具有火焰短、升

顶部空气净化部分

5.热能回收装置

温时间快、温度控制精确等特点。直燃式空

目前，国内大部分喷烤漆房工作时所产

气加热装置只用3min便可把温度从环境温

生的热量都通过排风方筒排出房体外，热量

度升到60℃，且消耗能源少，解决了间接加

散失很大。中一汽保集团在2009年，率先引

热能量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将能源利用率

进国外先进理念，在排风方筒中安装热能回

提高到99%。同时，也将CO、NO 2 的排放

收装置，可使额定热能回收效率达到60%

量降到最少，减少了环境污染。且此设备运

以上。此装置在将室内污浊空气排放到室外

中一汽保集团的喷烤漆房产品在打磨房

行稳定，故障率低。

的同时，通过空气过滤净化装置将室外的新

电控柜面板上安装有刷卡器和打印系统。刷

3.进口防火门锁

三维烤灯

8.刷卡器和打印系统

鲜空气送入到室内，其采用先进的热交换器

卡器可显示操作人员的上班记录和在岗操作

在喷烤漆房大门和安全门上全部采用

回收技术，利用室内外的温度、湿度差进行

时间，对其实行自动考勤，这样4S店主管可

进口防火门锁，且中间一扇大门上的防火门

能量转换。这样，既能通风换气，解决室内

通过射频卡来获取操作人员的上班信息。而

锁还可内外开启，进一步保证了当房内压力

污染，又能保持室内温度基本不变，完美地

打印系统则能自动打印操作人员在岗的全过

过大时，操作工可以轻松快速地推开防火门

解决了新风与能量消耗的矛盾。

程记录，可查找操作人员的相关操作信息。

此类喷烤漆房的另一特点是热交换器
与机器采用一次成型导轨连接，并嵌入独创

打磨房后面所带的工具柜便于打磨时

的柔性密封材料，既能做 到免工具抽拉 拆

工具的随手存放，便于无尘干磨机接口接出

卸，维护保养方便，同时可确保新风与污风

和管路放置，便于电控柜面板放置，方便操

彻底隔离，避免了新风的二次污染。喷烤漆

作人员就近操作，节省时间。

房配备热回收装置后，无疑给新鲜空气多加

10.打磨房两面为电动PVC卷帘门

了一道预热，在节能方面又提高了一步。
目前，此类喷烤漆房产品在韩国市场推

进口防火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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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打磨房后面带工具柜

中一汽保集团是首家在钣喷流水线中
采用电动PVC卷帘门的企业，电动PVC卷

广使用。

帘门升降速度快，密封性能好，抗压力，透明

6.顶部配封闭式圆形悬挂链和旋转吊具

度好，美观性强，能观察内部打磨作业，还可

为了让保险杠、门板等小件能够被全方

将此打磨房当作底漆喷涂场所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