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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动降低油漆的VOCs排放：

源头管控 →现场管控 →末端治理

水性漆机遇

➢ 源头管控

在保证涂装品质情况下，大幅减少VOCs溶剂使用量，研发低VOCs涂料（水性漆、高固含油漆、粉

末涂料等）

➢ 现场管控

优化调整喷涂工艺（静电喷涂）/严格现场管理制度，提高油漆利用率，减少浪费

➢ 末端治理

使用后处理装置降低排放废气中VOCs量，高效的废水处理和漆渣收集



水性漆、传统油漆差异

水性漆 传统油性漆

配方体系

树脂 水性树脂 溶剂型树脂

颜料 水性颜料 溶剂型颜料

助剂 水性助剂 溶剂型助剂

树脂含量 40~50% 40~50%

配方中溶剂含量 10~15% 40~50%

涂料稀释用溶剂 0 10~30%

配方成本 高 低

VOCs值

施工状态VOCs 100~150 g/L 500~600 g/L

相同产量下，VOCs排放对比 25% 100%

相同VOCs排放量下，产量对比 400% 100%

VOCs减排30%，产量对比 280% 70%



工艺流程：

工件底材处理 → 上件 → 抛丸 → 工件预热（冬天）→ 底漆 → 流 平 → 烘烤 → 冷却 →

做腻子 → 喷涂面漆 → 流平 → 烘烤 → 强冷 → 在线修补 → 集放区

水性漆的施工工艺



问题1：涂装线水分挥发不充分，面漆容易产生痱子

原因：

① 流平时间短，水分挥发不充分，易产

生痱子；

② 传统老式烤炉无循环风更新，炉内湿

度累积，易造成痱子；

措施：

I. 延长流平室长度至两个工位（10分钟

->20分钟）

II. 增加烤炉排气风机，定时更新烤炉循

环风，降低炉内湿度

油改水典型问题

措施I: 
将烤炉后延，增加流平室长度

措施II：
在烤炉中部增加四个排气口



问题2：冬季温度较低时，容易流挂

原因：

底材温度较低，喷涂过程中水分挥发
较慢容易产生流挂

措施：

I. 底材温度需保持10℃以上，安装
红外预热

II. 提高环境温度至10℃以上

油改水典型问题



问题3：水性漆修补

油改水典型问题

水修水方案：

1.修补操作工序和油性接近，比较容易施工；

2.表干速度略慢；

措施：

增加红外灯/热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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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涂工件：灰色结构件，挖机的下车架，装载机的后车架等

• 施工节拍：15分钟，与油性漆相同，湿碰湿工艺

• 修补：水性漆修补，配合接口水修补效果好

• 增加设备：

✓ 预烘的烘房： 50万人民币，冬季施工

✓ 集中供漆系统×2： 70万人民币，替换隔膜泵

✓ 红外烤灯×4:  1万元，修补烘干

• 客户VOCs自测：≤20mg/m3，达到要求

国内客户案例：山东雷沃油改水



下车架涂装



外资客户案例：常州小松油改水

下车架

大臂



配重块涂装



水性漆修补

修补前 修补后



第三方废气VOCs检测报告

测试内容 活性炭吸附
底漆废气排放
（mg/m3）

面漆废气排放
（mg/m3）

正常油性漆生产 有 73.7 304

现阶段各省VOCs限值 40~80

油性漆换水性漆停产期间 有 12.8 6.88

正常水性漆生产 有 17.0 20.8

废气VOCs减排率 77% 93%

正常水性漆生产 无，直排 20.8 28.8

底漆VOCs <100g/L；面漆VOCs <150g/L；



检测点位置：

① 底漆喷漆房排放检测口

② 面漆喷漆房排放检测口

③ 烘烤房排放检测口

第三方废气VOCs检测取样点



该案例被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专家

引用



某外资涂料公司南通工厂溶剂型车间RTO

✓ 设备投资总额：1800万元

✓ RTO处理风量：130,000 m3/h

✓ 浓缩率：16：1

✓ 两班制：上午8点到半夜1点

✓ 冬天预热2小时，夏天预热1.5小时

✓ 平均日常运营（电费+天然气）费用：1万/天；

✓ 分子筛更换周期：10年；蓄热陶瓷更换周期：3年，每次费用数十万；

水性漆车间废气处理方案：

经环评审核、核查原料后不用RTO处理，除尘过滤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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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卡车底盘和框架

底盘/发动机舱金属件



悬挂弹簧，支柱

摇臂、拉杆和悬挂部件

底盘/发动机舱金属件
底盘/发动机舱金属件



前轮驱动、后轮驱动、全轮驱动的传动轴

底盘/发动机舱金属件



主缸和刹车部件

刹车片、卡钳

底盘/发动机舱金属件



柴油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

柴油发动机



产品类型 产品描述
施工状态
VOCs

光泽 耐盐雾 耐候 耐湿热 机械性能 耐化学品 使用成本 典型应用

水性涂料

双组份环氧底漆 +

双组份聚氨酯面漆
<150g/L +++ +++ +++ +++ +++ +++ +++ 车体外观涂装

双组份聚氨酯底面合
一（高耐候解决方案）

<150g/L ++ ++ +++ +++ +++ +++ ++ 车桥、发动机

双组份环氧底面合一
（高耐盐雾解决方案）

<100g/L +++ +++ ++ +++ +++ +++ ++

车桥、发动机、
传动轴、弹簧、

刹车盘

单组分丙烯酸漆 <100g/L ++ ++ + ++ ++ ++ +
发动机、车桥、

支柱

水性漆产品体系



康明斯发动机：丙烯酸/环氧底面合一



柴油机涂装2：丙烯酸底面合一

施工参数：

1. 水性绿色中光漆

2. 机器人+人工补喷

3. 瓦格纳混气喷涂

4. 流平15min

5. 烘烤：80°/45min



车桥涂装1 – 聚氨酯底面合一

前处理水洗 预烘烤强冷 喷涂

堆放 下线 烘烤强冷



车桥涂装2

水性环氧底漆+水性聚氨酯面漆：

✓ 1000小时盐雾

✓ 2000小时耐老化

✓ 中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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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罐车涂装

水性环氧底漆+水性聚氨酯面漆



涂料体系:

✓ 特种浸漆

前处理:

✓ 打砂脱脂水洗

✓ 干膜厚度: 60微米

主要性能

✓ 800hrs 盐雾

✓ 出色的机械性能

✓ VOC含量2%

挂车零部件涂装：支腿



环卫车涂装

油性防锈底漆 + 水性环氧中涂 + 

水性聚氨酯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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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体系:

✓ 环氧底漆
✓ 聚氨酯中层漆
✓ 聚氨酯面漆

基材: 铝板、不锈钢板

干膜厚度: 160微米

(60微米底+ 50微米中涂+ 50微米面)

主要性能

✓ 1000hrs 盐雾

✓ QUVA ≥2000hrs

✓ 优异的防腐 & 耐化学品腐蚀性能

✓ 优异的外观 (高光 & 流平)

上海地铁13号线

中国首条水性漆
地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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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全金属水
性漆地铁线！

上海地铁14号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