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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球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汽车维修厂实现了从溶剂型油漆到水性漆的转换，目前
几乎所有的跨国油漆公司都将水性漆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列为企业的重点发展战略。
以每家维修厂每年维修4000台车、每次维修喷涂一个板件、用到色漆0.3L计算，如果我
国10%的汽车维修厂使用水性漆，则每年减少的VOC排放相当于20万辆汽车一年的尾气排放
量。毫无疑问，水性漆喷涂已成为汽车维修行业喷涂施工作业的新模式。

水性漆喷涂：开启绿色维修新模式
◆文/本刊记者 马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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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保理念“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

为行业所诟病并导致从业人员大量流失。

次将VOC纳入减排控制对象；2013年6月，

行各业，有别于溶剂型油漆的水性漆涂料开

因此，我国相关部门也非常重视对汽车喷涂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发布新规，要求新建涂装

始走进人们的视线，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喷涂

过程中VOC排放的控制：2010年6月1日，

项目中，水性涂料等低VOC含量的涂料占

行业的绿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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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涂料使用量比例不得低于50%。

这 场 喷 涂 行 业 的 绿 色 变 革 ，加 快 了

《汽 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 量》正 式实 施；

那么，什么是水性漆？它有哪些独特优

汽 车维修行业 推 广水性漆喷 涂的进程。众

2012年8月，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发布规定，

势？相较于发达国家，目前国内水性漆市场的

所 周 知 ，汽 车 维 修 过 程 尤 其 是 喷 涂 作 业

要求新建机动车制造涂装项目水性涂料等

发展现状如何？该如何选择使用施工设备？

过程中，产生的VOC(Volatile Organic

低VOC含量的涂料占总涂料使用比例不得

水性漆喷涂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本文将

Compound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所带来的

低于80%；2013年5月，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按入门篇、进阶篇、扫盲篇、实战篇四部分，

环境污染以及对施工人员的健康损害，早已

宣布在汽车修理等行业开展VOC治理，首

带您快速并全面认识水性漆及其施工要点。

入门篇——什么是水性漆？
水性漆，顾名思义，是指一种用水作

漆、色漆、底漆、固化剂、稀释剂和溶剂，它的

在汽车喷涂领域，由于水性漆能够有效降

为溶剂的涂料。区别于传统溶剂型油漆高

过度排放，会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如破坏臭

低VOC排放，已被欧盟和北美的多个国家

达80%的VOC含量，水性漆的含量仅为

氧层形成酸雨，对周边人群特别是施工人员的

立法要求使用。我国汽车维修行业目前虽

10%，因此喷涂过程中VOC挥发要远远低

健康产生致命伤害，引起呼吸系统、中枢神经、

已拥有一批水性漆喷涂示范店，但市场占

于传统溶剂型油漆。

皮肤和肝脏等器官的病变或功能性伤害等。

比仍偏低(只有7%左右)，与欧美国家差距

喷涂施工过程中的VOC主要来源于清

随着各国对VOC排放限制日趋严格，

较大(图1、图2和图3)。而从国内使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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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大陆市场水性漆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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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市场水性漆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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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欧洲市场水性漆占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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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漆的各大汽车品牌4S店分布情况来看，
广汽本田、奔驰、宝马等品牌4S店在推广
水性漆喷涂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图4)。最新
数据显示，7大油漆品牌在汽车修补漆市
场的销售总额中，水性漆的销售额仅占比
14%。因此，我国汽车修补水性漆市场仍
处于方兴未艾的局面。
可以预见的是，水性漆取代溶剂性漆
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期待更
多的油漆生产商和汽车维修厂能积极响应
“绿色维修，节能减排”的号召，成为推广
使用水性漆的先行者。
图4 国内各大汽车品牌使用水性漆的4S店分布情况

进阶篇——如何从溶剂型油漆向水性漆过渡？
水性漆的环保性显而易见，但改用水
性漆对施工工具有无特殊要求？是否需要额
外投入？一位PPG专业人士以水性汽车修
补漆为例，具体讲解了从溶剂型油漆过渡到
水性漆需要添购的工具和设备。

制在5~35℃之间；
烤漆房——保证良好的通风条件及烘烤
温度；
气源——确保干净、稳定且足够的气压
和气容以供应喷枪和其他配套设备；

一个合格的溶剂型油漆钣喷车间只需

前 处 理 —— 在 喷 涂 底 色 漆 之 前 ， 应

在原有设备条件下，配置水性漆专用喷枪、

先使用前处理产品D8401(PPG)/P980-

专用吹风枪和专用洗枪机就能满足水性漆喷

8252(AC)清洁表面；

涂施工的日常需要。

喷枪——必须使用HVLP喷枪或其他适
合水性漆喷涂的专用喷枪；
清洗——需配有水性漆专用的喷枪清洗
装置或器材；
干燥——根据车间进场维修台次配置相
应的促进干燥设备(建议分别配备一套移动
式吹干设备和一套手动吹干设备)；
打磨——建议使用全套干磨设备。

颜色调配——应在洁净、干燥的塑料容

综上所述，为确保转换计划能够顺利

此外，还要注意符合以下工况：

器中进行，并确保塑料的型材和质量以免影

实施，应配置水性漆专用喷涂设备并遵循相

储存——控制储藏室温度范围，必须控

响最终漆膜效果；

关必要条件。

扫盲篇——水性漆推广常见问题解析
喷涂效果，既缩短了喷涂时间，也减少了油

比，并采用专业的配套设备，水性漆的整体

的差异性，导致在喷涂施工时需要不同的设

水性漆和溶剂型油漆在诸多方面存在

漆用量。

喷涂效率完全不逊于传统溶剂型油漆。

备系统与之相适应。以下列出了一些典型的

3.水性漆的干燥速度是否更慢？

6.如何保证水性漆喷涂的最终效果？

大家比较关心的水性漆应用问题，希望能加

答：水性漆无需层间闪干时间，可以

答：完美的水性漆喷涂必须满足3个

深大家对水性漆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为其在

在第一道色漆还没有干的情况下继续涂装，

要素，即高质量的油漆、先进的喷涂工

中国汽车修补市场的推广提供一些参考。

从而节省工时；如果配合专用的干燥设备如

具以及洁净的压缩空气。具体操作时需

1.水性漆会改变操作习惯吗？

吹风枪，水性漆喷涂工艺可全面提高整幅喷

要注意，调漆时要严格遵照油漆生产商

漆的干燥速度。

推荐的成分配比，在选择专用水性漆喷

4.喷涂设备的转换是否很麻烦？

枪时要注意搭配合适的空气帽和喷嘴，

答：与传统溶剂型油漆喷涂施工相
比，水性漆喷涂只是对设备的要求有一定差
异，对操作习惯几乎没有太多影响。

2.水性漆喷涂施工是否会增加成本？
答：虽然单从设备和工艺的角度看，
水性漆的要求和成本较高。但总的来说，水
性漆只需要更少的涂层就可以达到高质量的

答：只需对传统设备和工艺做一番调

喷涂时必须维持稳定的气压(参照喷枪生

整即可，比如空气帽的更换以及吹风枪的

产商的推荐气压)，使用洁净的压缩空气

配备。

作为喷枪气源(建议使用高过滤精度的油

5.水性漆是否会降低喷涂效率？

水分离器)，配备专用的吹风枪以加快水

答：只要严格按照油漆厂家的指导配

性漆的干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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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篇——怎样选择水性漆喷涂设备？
水性漆中的水含量超过60%，由于含

呢？特威公司的技术人员为大家介绍了一款

理来达到提高空气流量的目的，常见产品

水量高，温度和湿度是喷烤漆房内需要控制

DEVILBISS出品的TTS喷枪(图5)，该款喷

如DEVILBISS公司的DMG-620S水性漆

的重要工艺参数。另外，风量即接触水性漆

枪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它的3款具备智

专用吹风枪连支架套装(图6)，能使空气流

表面的气流量，也是影响水性漆喷涂质量的

能雾化技术的空气帽，可以搭配不同口径的

量增加7倍，可有效提升水性漆的干燥程

关键因素。

喷嘴，以适应全球范围内各种极端的气候条

度。另外，该款吹风枪可以手持也可以安

因为对温度有严格要求，水性漆喷涂

件，从而满足全天候环境下水性漆喷涂对于

装在喷枪支架上，安装在支架上的吹风枪

作业都是在烤房内进行，温度是可以控制

干燥速度和流平性的平衡要求。此外，该款

可以360°任意旋转，能满足多方位的喷涂

的，所以不再过多阐述。以下主要从湿度和

喷枪的拆卸也很简单，1分钟就可完成风帽

要求。

风量的角度谈谈如何选择适应水性漆特点的

和喷嘴的更换，真正做到了一枪多用、一枪

3.压缩空气过滤设备

喷涂工具和设备。

多能。

1.喷枪

2.吹风枪

未经过滤的压缩空气中含有油、水、
尘埃、脏物及其他污染物，它们对水性漆喷

空气中的水分对于水性漆的干燥具有

在实际应用中，水性漆与溶剂型油

涂作业危害非常大，常造成多种涂膜质量缺

重要影响，因此干燥的空气以及喷枪对湿度

漆相比，干燥速度慢，尤其是夏天更为明

陷，并且还可能影响压缩空气的压力及气量

的把控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最重要的喷涂设

显。比如，一些维修厂未能及时将维修车

的波动。因压缩空气质量差而返工，不但会

备之一，一般来说，水性漆喷涂都会选择带

辆交付客户，就错误地认为是水性漆干燥

增加人工和材料成本，还会妨碍其他工作的

有HVLP技术的喷枪。HVLP出风量高，能

过慢，而实际是因为配套设备不到位、漆

正常运行。

显著提高干燥速度；但HVLP雾化度低，在

工对水性漆不熟悉、水性漆调色过多等。

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压缩空气，必须使

干燥的气候条件下使用反而会因为干燥过快

水性漆的平均闪干时间为5~8min，低于传

用高精度的过滤设备。目前市场上常见的

而使得水性漆的流平性不佳。

统溶剂型油漆。而要做到这点，吹风枪是

过滤设备如油水分离器，一般都带有3节

必不可少的。

过滤瓶：第1节过滤瓶内置螺旋离心式油

完美的水性漆喷涂必须同时考虑干燥
速度和流平性，然而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差

吹风枪是一款用于水性漆喷涂完毕后

水分离装置，能有效分离油分和水分，黄

别大，有没有一款喷枪可以做到在不同温

对其进行人工干燥的工具，目前市场上主

铜网结滤芯能过滤5μm以上的颗粒，滤芯

度和湿度环境下，兼顾喷涂的效率和效果

流的水性漆专用吹风枪大多依据文丘里原

可清洗；第2节过滤瓶内的精细纤维滤芯，
能过滤0.01μm以上的颗粒，可去除飘浮
物；第3节过滤瓶内的活性碳滤芯能过滤
0.003μm以上的颗粒以及压缩机里的油蒸
气，并去除有机异味，适合水性漆喷涂或
供气式呼吸面罩。
综上所述，水性漆自身所具有的环
保特点决定了它可为汽修减排、实行低碳
化做出显著的贡献。目前，我国还未正式
颁布相关的强制性法规，水性漆喷涂达到
欧美国家那样普遍使用的发展局面尚需时
日，但各大汽车公司和油漆公司已经开始
适应全球趋势，积极践行着水性漆喷涂应
用。借此机会，我们也呼吁能有更多的汽
车维修企业参与到推广水性漆的事业中
来，一起创建绿色维修新模式。

图5 TTS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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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DMG-620S水性漆专用吹风枪

(鸣谢：SATA、特威、P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