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面涂覆的新方式 



SPECIAL COATINGS 的理念

Special Coangs GmbH & Co. KG，简称 SC，自成立以来已历经 15 载。
其诞生与发展，均可源于并归于客户定制化水基及溶剂型涂料系统的研发与销售。

自于 2005 年推出创新型的 SC-Coater® 鼓涂布机以来，作为一家资深的鼓涂覆设备与
用于已规模化生产之小型部件之高品质装饰及功能性涂层的）

定制化饰漆和涂层材料的系统供应商，我们在世界市场上收获了崇高声誉。

我们开发的 我们开发的 “SC-Coater®” 是一部具有标准界定意义的鼓涂布机，
其上集配了享受专利保护的特种红外/热风/紫外干燥工艺。它系采用环保型的

热喷涂工艺”，可为规模化生产的小型部件提供经济有效的涂覆方式，且效果当世仅见。

自 2009 年以来，通过统一标注 “SPECIAL COATINGS” 品牌的一众全球合作伙伴，
我们一直在向全世界提供 SPECIAL COATINGS GMBH & CO. KG 的服务。藉此，
我们活跃的全球性工业涂料合同客户在其工厂所在地即可畅享鼓涂布技术的无尽优势。
迄今，此项技术及工艺已广为我们在欧洲、美洲及亚洲的客户所采用。

表面涂覆的新方式

专利涂覆技术

服务于全世界的涂料 



设计和涂施咨询 量产小型部件的热喷涂0 系列审批及 
SC-涂布机参数优化

涂层材料与基础材
料的匹配,        
混色及鼓采样

核心竞争力：涂层材料
研发、工艺开发、

系统开发

为所有人提供的周全服务：
SC热喷涂

不懈创新的系统供应商

高效、经济、环保

我们提供“奇效服务！”，且能顾及您所有的的项目管理需求：
从规模化生产之小型零件的最初采样到其装饰性及功能性表面的序列化涂覆。 

作为系统我们以对鼓镀膜工艺及应用涂层材料技术的持续应用及立足于客户
需求之深入开发赢得了显赫的声誉。而对工艺与产品质量的双向优化则是我
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涂料系统证明：高效、经济的涂覆工艺与环境意识决不互斥。
相对于水平涂布或转轴涂布系统之类的传统涂料系统，相对于水平涂布或转轴涂布系统之类的传统涂料系统，SPECIAL COATINGS
工艺的涂覆速度更快且涂层材料消耗较少。 

我们锻造出了优异的技术品性，既可为您带来令人信服的成本效益比，
同时还具备减少涂层材料和能源消耗的实实在在环保效果。

SPECIAL COATINGS 服务范围一览 



我们的技术诀窍，您的优势所在

全自动涂覆

装饰涂料

功能性涂料

多种材料，
一套工艺

我们开发的“SC-Coater®”鼓涂布机是SC工艺的核心部分。
整套涂覆工艺在计算机控制单元的控制下实现了完全自动化。
我们独家开发的涂料和漆料配以受专利保护的集成式干燥系统，
甚至在涂覆过程中即可确保最佳效果。

在装饰性涂料方面，我们可提供着色或透明的水基或溶剂型涂料。
我们的产品包括可提升您产品视觉魅力的金属、珠光、哑光镀锌、
变色及特殊效果（如古典式、斑驳感或大理石外观式）涂料。变色及特殊效果（如古典式、斑驳感或大理石外观式）涂料。

此类水基或溶剂型透明漆料可提供定制化的技术特性，例如：
耐摩擦、耐腐蚀或耐金属，弹性体及其它材料的磨损。

塑料、金属、弹性体，陶瓷等材质的小型部件均可用我们的 
SC-Coater® 和相应涂层材料涂覆。
可涂覆我们合成材料的实例包括ABS、PC或SAN，以及具有挑战性的基材，
如PP和PA，PMMA、PS、且如遇PBT，我们甚至还能完成单层涂覆。
可涂布我们材料的金属有：铝、镁、钢铁、金属薄板、锌、黄铜、镍、可涂布我们材料的金属有：铝、镁、钢铁、金属薄板、锌、黄铜、镍、
压铸锌合金、镀锌及蓝色钝化钢。为提升涂料附着度，
某些材料还需作表面预处理。

SC- 涂覆工艺
            工艺描述



从拉花戒指到结构坚固的操作旋钮

高效、经济 

极致品质— 
即便对掐丝小零件而言亦是如此

环境负担小...

...材料负担也小

我们的客户涉及所有可能行业，他们有着多种多样的小部件涂覆要求。
SPECIAL COATINGS 每天都在致力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可用 SC-Coater® 
涂覆各色化妆品、书写用具、家用电器、装配技术、医疗技术、玩具、
服装及汽车类的装饰性或功能性组件。

效率是SC涂覆工艺较之常规涂覆法的主要优势之一。全自动鼓涂覆，
无需安装任何单独部件且几乎不会导致过喷。因工艺优化及涂料消耗
量降低，对于高度在150毫米以内、部件重量在 20 克以内的部件，
若采用 若采用 70 升以内的鼓容量和 180 公斤以内的每鼓重量，
即可实现高达两位数的成本节约。

基于薄涂层涂覆工艺，采用此涂覆发可实现低至5微米（1微米= 
1/1000毫米）的涂层厚度。这确保了嵌刻或浮刻式的表面结构，如拉丝、
研磨和磨砂结构以及模铸铭牌文字，清晰爽洁、层次分明。

涂层材料消耗量较小以及水基涂料的使用量提升构成了显著的环境优势。 涂层材料消耗量较小以及水基涂料的使用量提升构成了显著的环境优势。 
SC的客户推崇我们的工艺，视之为替代不甚环保之电镀工艺的理想方法。
此外，我们的涂层材料通常只需单涂一层（如PBT底材即是如此）
即可获得期望的视觉或功能效果。

采用传统工艺，如磨砂镀锌时，塑料部件尤易转脆。因此，在采用 
SC 技术后，我们的许多客户都能够大幅度降低其产品的次品率，
在部件组装之类情形下，此种绩效将非常明显。所以说，
我们的工艺不只是环境影响小，而且其对小部件本身的影响也很小。我们的工艺不只是环境影响小，而且其对小部件本身的影响也很小。



单一来源的完整涂覆系统

SPECIAL COATINGS GmbH & Co. KG 以其名为“奇效服务！”的热喷涂服务为客
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完整涂覆系统。我们将顾及您所有的项目管理需求：
从大规模生产之小零件的最初采样到其装饰性和功能性表面的序列化涂覆。

奇效服务！

SC- 热喷涂



作为鼓涂布机和应用涂层材料的系统供应商，我们拥有全方位的技术诀窍。我
们将在您的设计和涂覆过程中提供建议，帮您选定合适的涂层颜色并为您开发
适用于您的涂层材料。在采用滚筒涂覆法从最初采样到批量生产的完整技术实
现过程中，我们均将为您提供支持。

借助 SC-Coater® 鼓涂布机、SC 涂层材料与SC服务的支持，我们有根据您的独家
需求量化涂覆塑料、金属、橡胶、陶瓷等材质小零件的完备技术能力和技术诀
窍。

我们提供的热喷涂服务，独家采用我们的专利型 我们提供的热喷涂服务，独家采用我们的专利型 SC-Coater® 鼓涂布机和经过我
们优化的涂层材料。除因完全自动化及计算机辅助涂施技术所实现的绝对工艺
稳定性外，这也意味着对您而言一以贯之的高产品质量。

SC-热喷涂的灵活度是指：它提供了多种完全不同的批处理量及色调调适可能，
您可藉此随时应对市场变化。我们将以自有技术诀窍及涂层材料创新能力为您
提供全力支持。

作为 作为 SC 热喷涂服务的一部分，我们的客户可从世界各地获得SC的涂料技术诀
窍及其合适涂层材料开发服务—纯德国制造，有关服务可直接从SC位于慕尼黑
附近的Gilching市的所在地获取，也可从伍珀塔尔或国际上获取。

专业知识

多面行家

极高质量

高度灵活

全球服务



SPECIAL COATINGS 提供的油漆和涂料品系丰富多样，可满足我们客户的各种需求。
我们有可用于装饰性和功能性涂饰的全套标准型水基及溶剂型涂料和油漆。

在 SC 使用的涂层材料中，有很多是独家专用、采特配客户配方及需与 SC-Coater® 
配用的定制化产品。

SC-漆料
     正确的化学配方



为了提升您产品的视觉吸引力，我们带来了种类繁多的涂层材料—
只为满足您的各式审美需求。它们包括基于双组分聚氨酯涂料的清漆、
磨砂漆与金属效果漆以及可实现特殊效果的客户订制涂料，
还有可营造高端哑光电镀外观的改性涂料。

在耐磨性、UV 稳定性、附着度、限定涂布厚度、耐化学品和食品安全等方面，
SC 装饰涂料的标准均极高。我们的客户曾做过多种单项测试，
包括特定元素的迁移（遵循 包括特定元素的迁移（遵循 EN 71，第3部分），附着度（遵循 DIN EN ISO 2409）
或手汗及唾液测试（遵循 DIN 53160）。

SPECIAL COATINGS 还提供了多种涂层材料以满足客户的至高要求。它们包括：
用于钢及非铁金属的耐腐涂层、用于金属的临时性防腐保护涂层、
用于合成材料的防刮蹭涂层、用于橡胶密封件的耐摩涂层以及用于 PP
之类难以涂覆材料的面漆。

经与知名涂料制造商携手合作，我们始终致力于对既有涂层系统实施深入开发，经与知名涂料制造商携手合作，我们始终致力于对既有涂层系统实施深入开发，
以之拓展我们标准产品及新型鼓涂布材料的品系。

装饰涂料

单项品质

功能性涂料

持续深入开发



德国制造

SC-Coater® 是计算机控制的滚筒涂布机，可用于涂覆以合成材料、
金属、陶瓷、橡胶及其它材料制成的小型部件。该系统可为经规模化生
产的小型部件提供当今最有效及高效的涂层喷涂。

在 SC-Coater® 中，涂料被自动喷枪喷涂到整批货品之上，
然后再经高能效的专利型红外辐射器或紫外辐射器或热空气处理工艺或
以上三者相结合的工艺干燥。

依仗采用 依仗采用 SC-Coater® 的全自动化涂覆法，产品产出周期可大大缩短：
部件验收、涂层开裂以及费时的修补，还有最终补涂和难涂布区域的返
工步骤均可省却。

SC-Coater® 将过喷控制到了最低程度：此涂覆法的效率可达 95% 
以上。

相关涂覆过程在一密封的涂覆腔内完成，所产生的气味已减至最少。
排风系统是 SC-Coater® 安全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配置风机可防范涂层物质的不受控放散；而集成式的袋式除尘器则可配置风机可防范涂层物质的不受控放散；而集成式的袋式除尘器则可
实现空气洁滤。

在内置控制单元的协助下，SC-Coater® 可实现对一应参数的轻松灵活监
控、更改与保存。这确保了终极化的工艺稳定性和可在连续
生产中复现的涂层质量。

计算机控制

完全自动化

低过喷率

洁净空气

工艺稳定性

小型部件的鼓内涂覆—德国制造



出自专家的一
体式解决方案

SPECIAL COATINGS 为您量产的小型部件提供了一项可满足您特有需求的创新、
独特技术。

此项 SPECIAL COATINGS 工程服务包括：

 > 与客户协作完成的部件优化

 > 涂层材料开发

 > 工艺优化

 > 工艺稳定性

按您的特有要求制定标准，这就来挑战我们吧！按您的特有要求制定标准，这就来挑战我们吧！

我们期待着您的到来！

全流程解决方案
SC-工程



Special Coangs GmbH & Co. KG
Munich Headquarters
Zeppelinstr. 14
D-82205 Gilching/Munich
电话：+49(0)8105-77 27-300
传真：+49(0)8105-77 27-301
iinfo@special-coa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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