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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3C1B涂装工艺，包括以下

步骤：S1、前处理：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S2、电泳

底漆：对车身上电泳涂层，车身烘烤；S3、电泳车

身打磨：对电泳车身进行打磨；S4、密封涂布：对

车身喷涂PVC和注密封胶；S5、漆面喷涂：依次喷

涂中涂层、色漆和清漆；色漆分为色漆内板和色

漆外板；清漆分为清漆内板和清漆外板；S6、漆面

烘烤：面漆车身烘烤成型，完成车身表面涂装工

作；面漆车身烘烤分成两个阶段。本发明涂装工

艺技术，主要最大化利用现有的工艺装备，用最

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投入，实现3C2B到3C1B的快速

有效转换，提升效率，节能减排。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7744929 B

2020.09.25

CN
 1
07
74
49
29
 B



1.一种3C1B涂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前处理：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

S2、电泳底漆：对车身上电泳涂层，车身烘烤；

S3、电泳车身打磨：对电泳车身进行打磨；

S4、密封涂布：对车身喷涂PVC和注密封胶；所应用的密封胶的成分如下：PVC含量10-

16wt%，纳米碳酸钙30-35wt%，增黏剂20-30%，余量为稀释剂；

所述稀释剂为D60稀释剂，稀释剂馏程190-235℃，密度0.805-0 .831g/ml，硫含量≤

2ppm；

S5、漆面喷涂：依次喷涂中涂层、色漆和清漆；

中涂层应用的中涂层涂料固含量33-36%，粘度12-13s；

色漆分为色漆内板和色漆外板，色漆内板喷涂厚度为遮盖住中涂层，色漆外板喷涂厚

度根据色漆成分进行调整，如果是金属漆则喷涂厚度15-20μm，如果是实色漆则喷涂厚度

20-25μm；

清漆分为清漆内板和清漆外板，清漆内板厚度为遮盖住色漆层，清漆外板厚度为40-50

μm；

S6、漆面烘烤：面漆车身烘烤成型，完成车身表面涂装工作；面漆车身烘烤分成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0-155℃、时间10-15min；第二阶段烘烤温度160-165℃、时间15-

30min。

2.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包括：

将车身进行冲洗除去杂物，脱脂液清洗除去油脂，水洗除去脱脂液，然后进行磷化。

3.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磷化处理以后用清水冲洗车身

除去磷化液。

4.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对电泳车身进行打磨，使用

200-340#砂纸打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4，在喷涂PVC和注密封胶之前，

擦净车身表面灰尘。

6.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色漆粘度控制在11-12s。

7.如权利要求1所述3C1B涂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清漆粘度控制为34-3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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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C1B涂装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汽车涂装工艺，特别涉及一种3C1B涂装工艺，属于汽车生产制备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车辆表面油漆喷涂制备一般采用3C2B涂装工艺，该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中涂、烘干、涂色漆、涂清漆、烘干等。涂装过程中需要进行两次烘烤作业，烘烤处理时大

量挥发性溶剂成分转化为气态进入空气中，形成大气污染物(VOC)。因此，3C2B涂装工艺对

于环境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能够减少涂装工艺过程中有机溶剂用量，相应的减少烘烤

次数，那么就可以显著的降低汽车生成所带来的VOC排放量。

[0003] 另外，3C2B涂装工艺由于需要两次进行烘烤作业，烘烤工段能耗极高，需要消耗大

量电能来完成加热烘烤。为了达到降低VOC排放量，减少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节约成本。更

为节能、环保溶剂型3C1B工艺开始被研发出来，并应用在多个工厂和车型实例中。采用新的

3C1B涂装工艺，不仅降低了能耗和VOC排放量，同时还改进涂层体系性能，最终缓解成本和

环保之间的矛盾。

[0004] 但是，新开发的3C1B涂装工艺和3C2B涂装工艺有着较大的差异，使得汽车制造企

业难以利用旧生产线改造升级，不得不增加新建生产线。若新建一条3C1B工艺的涂装线，其

施工周期长到达6个月且投入成本高，新生产线施工期间企业需停产配合，经济损失极大。

[0005] 因此，如何能够实现利用现有的3C2B涂装工艺线改造得到适用于新的3C1B涂装工

艺线就成了众多车企改造升级的难题所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涂装生产线升级过程中需要新建

3C1B涂装生产线的时候必须停工、改造周期长、升级成本高的不足，提供一种基于现有3C2B

涂装工艺线升级得到3C1B涂装工艺。

[0007]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3C1B涂装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前处理：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

[0010] S2、电泳底漆：对车身上电泳涂层，车身烘烤。

[0011] S3、电泳车身打磨：对电泳车身进行打磨。

[0012] S4、密封涂布：对车身喷涂PVC和注密封胶。过程中应用的密封胶的成分如下：PVC

含量10-16wt％，纳米碳酸钙30-35wt％，增黏剂20-30wt％，余量为稀释剂。所述稀释剂为

D60稀释剂，稀释剂馏程190-235℃，密度0.805-0.831g/ml，硫含量≤2ppm。

[0013] S5、漆面喷涂：依次喷涂中涂层、色漆和清漆。

[0014] 中涂层应用的中涂层涂料固含量33-36％，粘度12-13s。

[0015] 色漆分为色漆内板和色漆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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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清漆分为清漆内板和清漆外板。

[0017] S6、漆面烘烤：面漆车身烘烤成型，完成车身表面涂装工作；面漆车身烘烤分成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0-155℃、时间10-15min；第二阶段烘烤温度140-165℃、时间

15-30min。

[0018] 本发明的3C1B涂装工艺能够最大化利用了现有3C2B涂装工艺线，调整了电泳车身

打磨的顺序，在密封涂布之前进行打磨处理，将电泳底漆层打磨降低车身表面的粗糙度，然

后再进行密封涂布。将电泳车身表面的粗糙处理完成以后，再连续的进行密封涂布和漆面

喷涂，漆面喷涂连续化处理，完成3C工序，最后一次性烘烤实现涂装定型。

[0019] 本发明通过将电泳车身打磨的顺序进行调整，预先在打磨过程中解决车身表面的

粗糙度问题，减少电泳车身对于漆面平整度的影响，在打磨完成后进行密封涂布，密封涂布

所用的PVC或密封胶通常具有较好的平整性。本发明3C1B涂装工艺与传统的3C1B工艺不同，

密封胶涂布以后并不进行烘烤处理，密封涂布的密封胶成分经过优化设计和喷涂的漆面良

好的配合，密封胶的湿膜表面和喷漆的湿膜表面相互配合，能够在最后的漆面烘烤过程中

一次完成良好的固化成型，不会有配合不佳的气泡、鼓包等缺陷问题。

[0020] 然后，本发明在漆面喷涂的过程中将色漆喷涂和清漆喷涂分成两个阶段进行，一

方面实现色漆、清漆相对于前工序中涂层、色漆涂层的表面的实现平整，另一方便提升色

漆、清漆的固化，在保证漆面平整的基础上，完成漆面品质的提升。在完成全部涂布工作以

后，直接进行对三层漆面喷涂进行烘烤固化，由于漆面喷涂量较大，漆面较厚，分成两个阶

段进行烘烤，第一阶段温和烘烤，第二阶段烘烤彻底，如此设计的烘烤成型相互之间存在配

合，既保证烘烤成型的品质，又节约烘烤消耗的能量。

[0021] 本发明涂装工艺技术，主要最大化利用现有的工艺装备，通过对涂装材料、涂装工

艺和涂装设备的改造调整，以及对所遇到问题的研究分析解决。使现有生产线在不降低涂

装质量的前提下，用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投入，实现3C2B到3C1B的快速有效转换，提升效

率，节能减排。

[0022] 进一步，所述S1中，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包括：将车身进行冲洗除去杂物，脱脂液

清洗除去油脂，水洗除去脱脂液，然后进行磷化。对于白车身根据加工的工艺差异，白车身

上常常附着上杂物和油脂，通过冲洗除去这些对于磷化有影响的污垢，然后进行磷化，确保

白车身表面各个部位均能够保持良好的清洁性。

[0023] 进一步，所述S1磷化处理以后用清水冲洗车身除去磷化液。除净磷化液，消除磷化

液残余对于电泳的影响。

[0024] 进一步，所述S3中，对电泳车身进行打磨，使用200-340#砂纸打磨，确保白车身表

面平整，消除毛刺，处理细小电泳缺陷。

[0025] 进一步，所述S4，在注密封胶之前，擦净车身表面灰尘，然后注密封胶，对车身注焊

缝密封胶。擦净灰尘，消除潜在缺陷点，防止灰尘使密封胶的附着力降低。擦拭车身彻底清

洁车身在电泳以及打磨过程中残留的污垢、粉尘等，提高密封胶和车身的结合品质，严格消

除可能因为污垢、粉尘等引起的气泡缺陷发生。擦拭车身对于密封胶不进行烘烤，直接进行

喷漆作业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大幅度提升3C1B涂装工艺的最终施工品质。

[0026] 进一步，喷涂中涂层后，闪干5-10min，增强中涂层的固化程度，提高涂层的结合

力。闪干使得中涂层部分固化或挥发溶剂，提高涂层的结合力度，减少最终烘烤时释放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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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体总量，有利于改善漆面的整体品质。优选地，闪干过程中闪干温度60-100℃。

[0027] 进一步，所述S5中，粘度测试按照GB/T1723-2006方法进行测试，测试采用涂-4杯，

测试温度23±1℃。测试过程中应当尽可能的保持温度稳定，可以现场快速测定涂料的粘

度，即测即用，确保测试结果和应用的涂料品质一致性良好。

[0028] 进一步，所述S5中，色漆内板喷涂厚度为遮盖住中涂层，色漆喷涂厚度根据色漆成

分进行调整，如果是金属漆则喷涂厚度15-20μm，如果是实色漆则喷涂厚度20-25μm。色漆粘

度控制在11-12s。色漆分为金属漆和实色漆，根据金属漆和实色漆的特点，控制色漆的厚度

略有差别，优化色漆的厚度保证漆面的品质、涂装工艺的施工难度以及涂装效果三者之间

做到最好的均衡。

[0029] 进一步，所述S5中，清漆内板厚度为遮盖住色漆层，清漆外板厚度为40-50μm。清漆

粘度控制为34-36s。先上一层清漆内板遮盖色漆层表面，固化速率快，提高清洗和色漆的结

合力，同时降低表面粗糙度。然后上清漆外板形成具有良好的流平性的清漆层，视觉外观平

滑更具质感，鲜映性指标(DOI)也有所提升。优选地，清漆内板厚度3-15μm，实现对于清漆内

板遮盖的目的即可。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1] 1 .本发明3C1B涂装工艺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3C2B涂装工艺线，主要最大化利用

现有的工艺装备，调整白车身打磨时机，省去中涂烘烤，用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投入实现

3C2B到3C1B的快速有效转换，提升效率，节能减排。相应的可以优化3C1B涂装工艺的车间环

境，使得车间环境更加洁净，保证施工品质更加优秀。

[0032] 2.本发明3C1B涂装工艺调整了电泳车身打磨的顺序，在密封涂布之前进行打磨处

理，将电泳底漆层打磨降低车身表面的粗糙度，再连续进行密封涂布和漆面喷涂。通过将电

泳车身打磨解决电泳车身表面粗糙度，后续快速一次性连续完成成型作业，电泳车身漆面

平整度好，整体品质表现优秀。

[0033] 3.本发明3C1B涂装工艺优化了色漆和清漆的喷涂施工工序，提升高了中涂层、色

漆和清漆的配合关系，使得涂装工艺在省略一次烘烤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涂装配合效果，

确保涂装膜层的品质更加优秀。

[0034] 4.本发明3C1B涂装工艺流程简单，烘烤次数减少，涂料用量以及涂料中VOC含量都

有所减少，可有效降低VOC排放量、能源消耗成本。并且工艺取消中涂打磨，降低人力成本。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现有3C2B涂装工艺。

[0036] 图2是本发明优化改进后的3C1B涂装工艺。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试验例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

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以下的实施例，凡基于本发明内容所实现的技术均属于本

发明的范围。

[0038] <实施例1>

[0039] 现有3C2B涂装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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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如图1所示现有3C2B涂装工艺，前处理清洗白车身并进行磷化，然后对车身进行电

泳，电泳后将底漆车身烘烤干燥。然后对车身进行密封胶及PVC涂布，涂布好以后再次进行

烘烤，使PVC涂布和密封胶固化，然后将电泳车身进行打磨使车身表面平整。打磨完成后，喷

涂中涂，烘烤，再喷涂色漆和清漆，最后对面漆车身烘烤，完成3C2B涂装工艺。工艺过程中需

要对中涂层进行单独的烘烤处理，提高中涂层的结合力，释放出中涂层的溶剂成分，然后再

进行色漆和清漆的喷涂，中涂层烘烤对于现有的3C2B涂装工艺品质有重要影响，必须对中

涂层烘烤固化后再喷涂色漆和清漆才能保证车身漆面品质。

[0041] <实施例2>

[0042] 改进后的3C1B涂装工艺

[0043] 如图2所示3C1B涂装工艺，先将白车身清洗及磷化，然后对车身上电泳涂层，车身

烘烤。将烘烤干燥后的白车身进行打磨和擦拭，确保车身具有良好的洁净度，喷涂PVC和注

密封胶。然后，依次喷涂中涂层，色漆内板遮盖中涂层，闪干5min，喷色漆外板，控制色漆外

板厚度22μm。喷清漆内板遮盖色漆层，闪干5min，喷清漆外板，控制清漆层厚度43μm。在清漆

喷涂完成后，面漆车身分两个阶段进行烘烤，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5℃、时间10min；第二阶

段烘烤温度155℃、时间20min。涂装工艺中不进行中烤，减少了烘烤能耗，另外对于电泳后

的车身进行了适当的打磨和擦拭，车身洁净度好，密封胶施工和喷漆工艺相互协同性好，密

封胶湿膜和喷漆的湿膜相互之间湿碰湿的品质好，后续成型稳定，不发生起泡、鼓包缺陷。

[0044] <实施例3>

[0045] 改进后的3C1B涂装工艺

[0046] 3C1B涂装工艺，先将白车身洗除去粉尘杂质，然后以脱脂液清洗除去油脂，脱脂液

冲洗液回收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脱脂剂。然后用清水冲洗除去残余脱脂液，磷化。磷化好的

白车身吹去残余磷化液并回收磷化液，然后以清水冲洗白车身。将冲洗干净的白车身浸没

到电泳槽中，电泳，电泳完成后烘烤固化电泳层。将烘烤干燥后的白车身进行打磨，喷涂PVC

和注密封胶。然后，依次喷涂中涂层、色漆和清漆。色漆分为色漆内板和色漆外板。清漆分为

清漆内板和清漆外板。完成后，面漆车身分两个阶段进行烘烤，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5℃、时

间15min；第二阶段烘烤温度160℃、时间20min。涂装完成后，肉眼观察车身表面光洁度好，

光泽鲜艳，质感优秀。

[0047] <实施例4>

[0048] 改进后的3C1B涂装工艺

[0049] 3C1B涂装工艺，先将白车身洗除去粉尘杂质，然后以脱脂液清洗除去油脂，脱脂液

冲洗液回收循环使用，定期补充脱脂剂。然后用清水冲洗除去残余脱脂液，磷化。磷化完成

后，吹去白车身残余磷化液并回收磷化液，然后以清水冲洗白车身。将冲洗干净的白车身浸

没到电泳槽中，电泳，电泳完成后烘烤固化电泳层。将烘烤干燥后的白车身用240#砂纸打磨

平整，消除细小电泳缺陷，擦净白车身表面灰尘，喷涂PVC和注密封胶。密封胶的成分如下：

PVC含量10-16wt％，纳米碳酸钙30-35wt％，增黏剂20-30％，余量为稀释剂；所述稀释剂为

D60稀释剂，稀释剂馏程190-235℃，密度0.805-0.831g/ml，硫含量≤2ppm。

[0050] 密封胶作业完成后，喷涂中涂层，闪干，然后喷涂色漆，色漆分为色漆内板和色漆

外板。色漆内板喷涂厚度为遮盖住中涂层，色漆内板喷涂完成后，闪干，喷涂色漆外板，色漆

喷涂厚度根据色漆成分进行调整，如果是金属漆则喷涂厚度15-20μm，如果是实色漆则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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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20-25μm。喷涂色漆过程中控制色漆粘度11-12s。色漆层喷涂完成后，喷涂清漆内板，遮

盖住色漆层表面，闪干后喷涂清漆外板，控制清漆外板厚度45μm。喷涂清漆的过程中，清漆

粘度控制在34-36s。最后，将面漆车身烘烤，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0℃、时间10min；第二阶段

烘烤温度160℃、时间25min。涂装完成后，肉眼观察车身表面光洁度好，鲜映性优良，车身整

体质感高级。

[0051] 在本实施例中经过优化的喷漆密封胶成分具有良好的协同性，密封胶在作业后快

速在车身表面密封部位结合牢固，残余湿膜和喷漆湿膜相互结合力高，后续干燥成型收缩

应变小，因而车身表面整体结合牢靠性表现优秀。

[0052] 本实施例中喷漆的色漆内板、色漆外板相互协调，色漆喷涂过程中快速结合牢靠，

色漆无流挂变形，漆面平整，整体质感非常优秀，不仅光洁度高，鲜映性也非常优良。

[0053] <对比例1>

[0054] 采用和实施例2类似的3C1B涂装工艺，喷涂中涂层后，闪干5min，喷色漆，控制厚度

25μm，闪干5min，喷清漆，控制清漆层厚度43μm。喷涂完成后，面漆车身分两个阶段进行烘

烤，第一阶段烘烤温度145℃、时间8min；第二阶段烘烤温度150℃、时间15min。区别在于色

漆和清漆喷涂过都是一次完成的，不区别色漆内板、色漆外板或清漆内板、清漆外板。最后

喷涂完成后的车身表面鲜映性较差，整体质感不佳。

[0055] <对比例2>

[0056] 采用和实施例4类似的3C1B涂装工艺，色漆粘度14-15s，其余作业参数一致，车身

喷涂完成后，色漆流平性不佳，导致车身表面色泽均匀性不佳。

[0057] <对比例3>

[0058] 采用和实施例4类似的3C1B涂装工艺，清漆粘度26-28s，其余作业参数一致，车身

喷涂完成后，清漆流平性差，车身表面局部光泽暗淡，质感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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