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SF CoverC M Y K DiecutSpot UV 803C 806C

城市愛上時装秀

巴斯夫®和BASF®是巴斯夫歐洲公司的注冊商標。
巴斯夫® and BASF®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BASF Group.

巴斯夫（上海）塗料有限公司
上海市閔行區顓桥鎮光华路521號
郵政編碼 201108

電話：+86 21 6489 5250

www.greater-china.basf.com



巴斯夫集團總部	

巴斯夫集團的總部位於德國路德維希港，擁有160

多間化工廠、數以百計的實驗室、技術中心、車間
和辦公室，是歐洲規模最宏大的綜合工業園區。 



巴斯夫®於1865年在德國成立，以創新精神聞名於世。時至今日，巴斯夫

已成為全球領先的化工公司，在80多個國家擁有員工約109,000名。我們

的業務多元，績效卓越，產品範圍包括塗料、化學品、塑料、特性化學品、

農用產品、精細化學品、原油和天然氣等。巴斯夫的創新化學產品是眾多

行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促進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工藝流程的誕生。我們

每年都會投入大量資源，致力於研究與開發創新產品。

巴斯夫從1885年開始已經成為中國的忠實合作伙伴，現在是中國化工行業

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之一。目前中國已成為巴斯夫全球第三大市場，僅次

於德國和美國。



與汽車工業攜手並進
化學品在汽車製造過程中不可或缺。巴斯夫是全球汽車業首屈一指的化學品供應商， 

我們積極參與汽車生產的每個環節，與全球各大汽車原廠製造商並肩合作，除了共同
開創嶄新的塗裝技術，更深入鑽研色彩的設計。愛車人士不但註重汽車的外形，對顏
色的配搭同樣講究。因此巴斯夫協力製造極致繽紛的塗料，為汽車披上亮麗悅目的外
衣，使沉悶的道路變得多姿多彩，讓城市愛上時裝秀。

巴斯夫產品被廣泛應用於汽車工業價值鏈的每個層面：

█ 供應商向巴斯夫購買塑料、塗料、催化劑、色漿、增塑劑、皮革和織物用化學品。

█ 汽車製造商訂購各種塗料、冷卻液、制動液和塑料。巴斯夫還為一些製造商組建整個塗裝流程工藝。

█ 汽車維修站和汽車經銷商向巴斯夫購買修補漆、燃油添加劑、制動液和冷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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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  

汽車解決方案

供應商 維修站和零售商

售後市場汽車生產

塑料

發動機冷卻液

製動液

聚氨酯 
微孔彈性體 

Cellasto

塗料

修補用漆

燃油添加劑

製動液

發動機冷卻液

色漿

塑料

聚氨酯

塗料

增塑劑

皮革用化學品

織物用化學品

催化劑

全球領先的汽車業化學品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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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蓬勃的汽車工業，是巴斯夫集團最重要的業務

領域之一，超過巴斯夫銷售總額百分之十。巴斯夫

旗下與汽車業相關的部門業務，由全球汽車指導委

員會負責協調工作。

在運營方面，全球大客戶團隊竭誠為世界各大汽車

製造商和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服務，提供全系列的 

巴斯夫產品、技術和服務。

我們借鑒全球大客戶團隊的成功典範，成立中國汽

車團隊，積極與國內的汽車製造商合作，共同發掘

各種商業機會並提供支援。

我們的大客戶管理團隊擁有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

致力為國內外主要的汽車原廠品牌服務，提供量身

定制的發展與合作戰略。我們為客戶舉辦各類創新

研討會，旨在協助他們實現減重、節能、環保、提

高舒適度和質量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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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來的智能解決方案面向未來的智能解決方案
HED-7概念車在2010年日內瓦車展首次亮相，令業界和公眾嘆為觀止。作為韓國現代集團和巴斯夫攜 

手設計和開發的結晶，HED-7不僅凝聚現今汽車技術的創新意念，更展示了未來交通工具的發展願景。

早於HED-7的開發階段，巴斯夫已經在設計和工藝方面協力發展智能而創新的解決方案，是名副其實的

合作伙伴。我們的努力取得顯著的成效，不但提高車輛的燃油效率、減低對環境的影響、增加設計自由度，

同時實現了更高的舒適度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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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世界領先的塗料專家
巴斯夫塗料業務部負責開發、生產及營銷一系列優質的創新汽車原廠漆、汽車修補漆、
工業塗料以及建築裝飾漆，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各地均擁有舉足輕重的市場地位。

汽车原廠漆
█ 業務遍佈全球
█ 主要汽車製造商的合作伙伴
█ 提供環保型塗料技術（水性塗料，低VOC，高固含及其他）
█ 產品包括： █  電泳漆 █  中塗漆 

 █  色漆 █  清漆

工業涂料
以下技術的主要供應商
█  預塗料（卷紙，卷鋼）
█  二次塗料 — 應用實例
 █  3C設備（計算機、手機、通訊設備）
 █  風能 █  航海　　    █  家具行業
 █  建築行業    █  家用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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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補漆
█ 位居全球排名前3位
█ 客戶包括：汽車生產商、汽車維修站、

工業產品製造商
█ 美觀、顏色高度準確，而且耐用持久

建築裝飾漆
█ 適合內牆和外牆使用的優質品牌
█ 南美市場排名第一
█ 在中國：專為中國市場推出NORBIN諾繽�

品牌，並實現本土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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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在中國不僅是塗料和汽車工業的一分子，多年來，我們的汽車塗料更超越
同儕，成為領先的供應商。這全賴我們的本地運營公司 — 巴斯夫上海塗料有限
公司（由巴斯夫和上海塗料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資企業）的努力耕耘。自1995年成
立以來，我們憑借創新的技術和解決方案，並充分考慮市場的需求，幫助各汽車
製造商增強生產力和競爭優勢。

巴斯夫塗料在中國
吉林長春
遼寧沈陽

北京
河北保定
山東煙台

河南鄭州
江蘇南京
上海

浙江杭州
安徽蕪湖

江西九江
湖北武漢
廣東廣州
重慶

四川成都
技術中心
作為中國領先的汽車塗料供應商，巴斯夫精益求精，在上海

設有一所設施完備的塗料技術中心，100多位技術專家與 

巴斯夫全球研發中心密切合作，滿足汽車工業的需求和面臨

的挑戰。由汽車設計以至製造等各個關鍵領域，該技術中心

不遺余力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如用於汽車防護和裝飾的 

電泳漆、中塗漆、色漆和清漆，和適用摩托車和輪轂使用的

塗料。除產品和原材料外，我們還採用最先進技術，提供塗

裝工藝和在線 /離線質量控制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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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概覽
多年來，巴斯夫和各大汽車原廠製造商合作無間，

為客戶提供創新產品、卓越服務和智能解決方案，

從而與客戶建立了長期的伙伴關係。巴斯夫具備一

系列效能出色的汽車塗料產品，包括電泳漆、中塗

漆、色漆和清漆，確保防銹蝕、抗颳擦，而且色彩

準確、持久耐用。我們與客戶通力合作開發創新高

效的塗裝工藝，我們的塗裝應用工程師全程參與客

戶的生產過程，提供專業意見。吉林長春
遼寧沈陽

北京
河北保定
山東煙台

河南鄭州
江蘇南京
上海

浙江杭州
安徽蕪湖

江西九江
湖北武漢
廣東廣州
重慶

四川成都

高端雙組分清漆

各業務單元適用性
OEM ASP ASM MOT

電泳系列產品 CathoGuard®

CathoGuard® 310 基本體系 █

CathoGuard® 320 無錫 █

CathoGuard® 500
高邊緣保護性，
極好的外觀

█

CathoGuard® 520
無錫，高邊緣保護性，
極好的外觀

█

CathoGuard® 570
無錫，高邊緣保護性，
極好的外觀，高成膜性，
低溶劑揮發性

█ █

CathoGuard® 580
高邊緣保護性，
極好的外觀，低溶劑 
揮發性（無錫）

█ █

CathoGuard® 800
無錫／無有害空氣污染
物，高邊緣保護性， 
極好的外觀

█

CathoGuard® 900
無錫／無有害空氣污染
物，高邊緣保護性， 
低溫烘烤

█

中塗系列產品 Bloc

UniBloc 單組份，溶劑型 █ █ █ █
(Plymac)

SecuBloc 單組份，水性，基本體系 █ █ █

StarBloc 單組份，水性，薄膜厚 █ █ █ █

AdBloc 附着力促進劑 █ █ █ █
(Plymac)

EverBloc 雙組份，溶劑型 █ █

CombiBloc 雙組份，水性 █ █

各業務單元適用性
OEM ASP ASM MOT

色漆系列產品 Color

ColorClassic 單組份，溶劑型，基本體系 █ █ █ █
(Belcoat)

ColorBrite 單組份，水性，基本體系 █ █ █ █
(Aqua BC10)

ColorFit
單組份，溶劑型，	
單塗層體系

█ █ █ █
(Belcoat)

Hi-Urethane
雙組份，溶劑型，	
單塗層體系，雙塗層體系

█ █

清漆系列產品 Gloss

UniGloss 單組份，基本體系 █ █ █

StarGloss 單組份，優質品 █ █ █
(Belcoat)

UltraGloss 單組份，高邊緣性 █ █ █

EverGloss 雙組份，基本體系 █ █ █
(Hi-Urethane)

ProGloss
雙組份，改良型，	
優良的抗刮擦性

█ █ █

iGloss 雙組份，高邊緣性 █ █

Beamcoat 雙組份，紫外綫固化體系 █

OEM:	 汽車製造廠
ASP:	 汽車零部件（塑料件）
ASM:	 汽車零部件（金屬件）
MOT:		摩托車

各業務單元適用性
OEM ASP ASM MOT

溶劑型	 3塗1烘體系

SmartBloc 塗層	1 █

ColorSmart 塗層	2 █

水性	 3塗1烘體系

ProBloc 塗層	1 █

ColorPro 塗層	2 █

水性	 2塗1烘體系

ColorPro 塗層	1及塗層	2 █

適用于標準工藝

適用于集成工藝

在中國率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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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不僅是塗料供應商，我們還提供林林總總的專業服務，幫助
客戶增強效益，令業務更上一層樓。我們設有色彩設計和色彩趨勢
咨詢服務；開辦了一所塗料學院；提供有關環保和質量保證的培訓；
並與客戶分享缺陷分析和配色方面的專業知識。這些只不過是我們
眾多專業服務的一部分。

此外，我們的環球技術專家團隊為客戶提供及時而專業的支援服務。
無論是新色彩的技術咨詢、還是故障檢修的竅門，他們都能利用 

巴斯夫的全球整合研發網絡，提供切合所需的解決方案。

專業服務精益求精

█ 所有產品、製造工藝和質量控制程序均按照 

巴斯夫全球標準進行開發和測試。

█ 無論是原材料供應商還是公司內部生產的成品，

巴斯夫採用同等水平的測試和檢驗標準。供應商

須接受有關安全性和質量的審核，所有原材料在

交貨時均要接受徹底的檢查。

質量不同凡響
巴斯夫符合汽車製造業現行所有質量體系的認證要求，包括最新的 ISO/TS16949:2002 和 ISO9001:2008。

█ 原材料的全球化採購策略，確保巴斯夫無論在 

中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生產的成品，均具備同等的

卓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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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率先引進
塑料零部件塗裝的全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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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工藝提高塗裝效率
巴斯夫與合作伙伴攜手開發了名為“集成工藝”的

高效車身塗裝工藝，減省塗裝工序之余，絲毫不損

塗裝成品的質量和特性，從而節省時間、降低成本。

我們提供兩種環保型集成工藝解決方案，以更好地

滿足汽車製造商的需求。

創新讓我們超群出眾
巴斯夫以傑出的研發能力和成就而享負盛名。我們

的專家團隊、專業技術和專業化方針是成功基石，

研發團隊致力開發創新的解決方案，以迎接未來的

挑戰。

我們銳意創新，在汽車塗料領域連連取得卓越成果，

其中包括：



第一層（中塗） 第二層（色漆）電泳漆 清漆

ColorPro I / ColorPro II電泳漆

閃干 閃干烘箱

閃干

清漆

烘箱 烘箱

烘箱

集成工藝I

集成工藝II

首家公司在中國採用水性集成工藝塗裝車身

12



集成工藝 I省卻了中塗施工後的烘干工序，令車輛

塗裝系統更具成本效率，降低塗裝工藝的整體費用。

該項工藝讓汽車生產商降低能源消耗，並可減除中

塗塗裝工序之後的檢驗過程。

這一創新工藝將中塗的功能整合到色漆塗裝中，讓

汽車生產商省去中塗塗裝工序和烘箱，從而縮短了

塗裝生產程序，並提高整個塗裝過程的速度。該項

工藝更可整合到現有的塗裝系統中。

集成工藝II系統的優點
█ 省卻中塗及其應用工藝

█ 可以整合於現有設備

█ 發揮中塗層的所有功能 :

█ 吸收紫外線輻射

█ 覆蓋打磨痕跡和基材紋理

█ 防止因老化和石擊造成的塗層剝落現象

█ 防止對基材造成其它損壞

█ 與傳統工藝相比可降低成本，並具有較高的一次通過能力和效率

█ 尖端環保型解決方案的典範

█ 讓汽車原廠生產商和零部件生產商採用相同的油漆配方

█ 可實現與傳統塗料完全相同的漆面

█ 可進行無數次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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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色漆	
巴斯夫是環保型水性塗料的領先供應商之一，在過

去20多年成功開發並生產各類水性塗料。 2005年，

我們開創先河，率先在中國推出水性色漆。

在開發水性色漆的過程中，巴斯夫的研發專家在新

塗料配方實現了三個重要目標：

█ 生產生態可持續型產品

█ 在許多國家達到當地的環保法規要求

█ 為客戶提供嶄新環保塗料解決方案

環保配方絕對不會影響色彩質量，而且色彩的選擇

更無窮無盡。此外，該油漆系統能抵抗石擊和紫外

線輻射，效能與溶劑型系統不相伯仲。

水性色漆技術的全球市場份額預料將持續擴大。估

計到2015年，溶劑型塗料的市場份額將降低至

35%左右。

率先將水性色漆 引入中國

Beamcoat™ 

巴斯夫作為業界先驅，率先推出摩托車用紫外線固

化塗料。這款名為Beamcoat的巴斯夫雙重固化（紫

外線和熱固化）塗料，已在亞洲和歐洲廣泛應用。

與常規的熱固化產品相比，Beamcoat的錶現出色

過人，無出其右。

首先，Beamcoat具有更高的抗颳擦性和光澤度，

還能保護油箱塗層免遭燃油溢出和鳥糞等各種環境

侵蝕。

Beamcoat為摩托車製造商帶來的好處多不勝數。

紫外線固化塗料生產線不但比常規塗料的生產線節

省空間，其固化溫度更低、所需時間更短，從而幫

助客戶降低成本，提高績效。

在嚴苛條件下進行的長期耐候測試，結果顯示

Beamcoat性能優越，傲視同儕。即使被陽光直射

多年，油箱錶面也不會出現任何瑕疵。

Beamcoat最重要的優點在於其世界級的靚麗外觀，

用戶一眼便能輕易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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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設計
我們在亞太區、歐洲和北美建有三個色彩設計中心。

設計團隊每年都會為全球汽車工業開發引領潮流的時

尚色彩，並為我們的客戶定制各種色彩。

巴斯夫在中國和日本的色彩設計團隊，設計和預測

汽車以及摩托車市場的色彩潮流，並向客戶提供最

新的信息，讓他們洞悉市場趨勢。我們的色彩設計

師與客戶的設計師和色彩專家密切合作，開發並規

划推出全新的色彩選擇，將其轉化為迎合市場所需

的產品。

供貨理念
對於全方位的客戶供貨理念，無論傳統型、多源採

購模式、單一採購模式或建立服務合作伙伴關係，

巴斯夫都具備豐富經驗。

增值服務
正如我們一再強調，巴斯夫不僅僅提供塗料產品。

作為忠誠的合作伙伴，我們悉心照顧客戶業務上的

其他需要，提供切合的增值服務，務求讓他們達到

最高成本效益，並緊貼市場最新發展。

計費系統
我們擁有一套基於單位（每輛車）成本的計費系統，

客戶只須付出成品所需塗料的費用，而非消耗的總

量，從而節省材料和成本。

按照傳統的計費模式，客戶須按每千克油漆的價格

付款。現在，巴斯夫讓客戶根據通過審核的車身塗

料消耗而支付所需費用。我們確保實現最理想的原

材料消耗量和塗裝，以滿足客戶對質量的要求。

率先將水性色漆 引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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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塗料解決方案
巴斯夫是世界領先的摩托車塗料供應商， 與日本各大摩托車製造商結為伙伴，
已有40余年的合作歷史。我們的優勢在於專註的業務方針、豐富的摩托車塗
料開發經驗、全面而創新產品系列、專業的技術研發團隊以及出色過人的色
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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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系列應有盡有
巴斯夫的摩托車塗料解決方案適用於塑料、金屬及

其它基材，廣泛應用於機械、結構及車身零件的生

產。產品系列包括用於車架的電泳塗料、用於金屬

和塑料基材的溶劑型和水性噴塗塗料，和單組分及

雙組分（熱固化及紫外線 /熱雙重固化）全套清漆解

決方案產品。

BeamcoatTM是我們重要的創新產品之一。它是一

種用於摩托車油箱的雙重固化（紫外線 -熱固化）清

漆，在抗颳擦性能和外觀方面成為行業標準。與常

規清漆相比，Beamcoat可縮短塗裝程序、減少固

化能耗，環保而節能。應用Beamcoat更有助減少

VOC和CO2排放。與高溫固化相比，紫外線固化是

一種清潔的固化能源。

用於摩托車油箱清漆塗裝三種不同技術的比較

油漆類型 成分 適用期 外觀
耐汽油 
腐蝕性 戶外耐久性 抗颳擦性

1K 熱固性丙烯酸

2K 丙烯酸 /聚異花青

UV (Beamcoat) 紫外線固化 /聚氨酯固化

 極佳 良好 差 無

巴斯夫是首家提供水性摩托車塗料的公司，協助客

戶符合嚴格的環保法規要求。除了水性色漆，我們

還提供StarBloc等水性中塗漆解決方案。

除了新產品之外，巴斯夫在縮短工藝流程方面的成

就同樣贏得廣泛肯定和認同。多年來，我們在油箱

無中塗塗裝（二塗一烘工序）和濕碰濕系統（可用於

塑料和金屬塗層）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加快工

藝流程，幫助客戶節省時間和金錢。

領先開創用於摩托車的

水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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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全球領先的化工公司，巴斯夫致力為各行各業提供匠心獨運的產品和智能解決方
案，一直以來享譽全球。在汽車原廠漆領域，我們不斷創新，領導市場，與中國乃至
世界各地的頂級汽車製造商緊密合作。

我們期待能夠與您成為合作伙伴，為您的業務爭取最佳績效！

巴斯夫—您至可信賴的塗料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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