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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保有量

排名前十的国家

所占比例

（2017 年）

35.0%
其他

作为全球汽车保有量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汽车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部分。

在中国，修补漆从溶剂型向水性的转换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起步和发展在近

十年发生，在过去的四、五年间，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国水性修补漆技术与应用白皮书》对整个水性修补漆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做

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和趋势预测，旨在加深行业参与者对于水性修补漆产品的了

解，从而更好地引领和推进其在中国的广泛应用。

背景和目的

中国 14.4%

美国 23.5%

日本 5.6%

德国 4.2%

印度 3.0%

英国 3.1%

法国 3.1%

巴西 2.6%

意大利 3.5%

加拿大 2.1%

数据来源：LMC Auto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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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补漆市场动态

汽车保有量及其增长趋势

> 2017 年私家车保有量达 1.70 亿辆 1

> 未来五年乘用车销售量进入微增长阶段 2。按乘用车销售年增长

   3% 测算 3，到 2022 年乘用车保有量将保持 10% 的复合增长率

乘用车修补率降低

> 随着乘用车新车的销售增长减缓，修补频率更高的新车保有量占

   比逐渐降低

> 商业车险改革自 2016 年 1 月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改革后的车险 

   出险次数和第二年的保费呈正比关系

> 车体有较小的划痕或损伤时，车主往往会选择不修补或选择低成本 

   自行修补 3

乘用车碰撞率降低

> 随着交通执法政策收紧、汽车主动安全技术的普及以及司机安全意  

   识的提高，交通事故率逐年降低

> 随着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由于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的问题，乘用车

   的平均年行驶里程逐年下降

乘用车保有量、碰撞率和修补率是影响乘用车修补漆市场的主要因素

信息来源：1. 中国公安部统计数据；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3. SAI 市场调研估算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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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修补漆市场动态

中国乘用车修补漆市场消费量及预测

根据 SAI 的市场调研估计，2017 年中国市场的乘用车修补漆消耗量约为 9.63 千万升，

消费额为47.3亿人民币，预计到2022年消费量能达到10.96千万升，复合增长率约为3%。

中国乘用车修补漆市场未来五年预计复合增长率约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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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安部统计数据、SAI 分析

数据来源：SAI 分析

2015-2022 年我国私家车保有量（百万辆）

2015-2022 年乘用车修补漆消费量（百万升）

2015 2016 2017

94.7 95.2 96.3

109.63%

20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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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漆水性化的发展趋势和增长空间

尽管整体的乘用车修补漆未来的增长有限，并不妨碍中国修补漆市场大规模的

“水性化”走势

・2015 年至 2017 年，水性修补漆的市场量分别为 2.05、2.35、2.81 百万升，年平

均增长率由 15% 升至近 20%1

・2017 年水性修补漆的消费量为 2.8 百万升，仅占修补漆总消费量的 3%1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水性修补漆市场空间巨大

・西欧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水性修补漆的普及，修补

用色漆的水性化比率达到 100%。欧洲已成为水性修补

漆的成熟市场，仅有部分东欧国家没有相关 VOC 排放

政策，仍在大量使用溶剂型修补漆

・北美国家水性漆转化率达到 40% 左右

・ 亚洲虽然水性环保产品市场份额暂时占比低于以上地区，

但增速迅猛。目前中国水性漆市场的增速已领跑于世界其

他市场，预计未来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水性修补漆市场 1、2

中国乘用车修补漆水性化增速远高于修补漆市场整体增速，潜力巨大

2.05
2.35 2.81

6.99

2015 2016 2017 2022

信息来源：1. SAI 调研分析；2. 《中国汽保》 数据来源：SAI 调研分析、《中国汽保》

数据来源：SAI 分析

2015-2017 年中国乘用车水性修补漆消费量 ( 单位：百万升 )

乘用车修补漆

水性化比例

3%

40%

中国水性修补漆占比

美国水性修

补漆占比
90%

欧洲水性修补漆占比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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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漆水性化的发展趋势和增长空间

2017 年水性修补漆的消费虽然仅为 2.8 百万升，仅占修补漆总消费量的 3%，但其增

长速度远高于修补漆的速度，预计到 2018 年后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 20%。

从远期来看，水性漆有望实现占修补漆消费量 30% 的最高占比。

中国水性修补漆市场需求预计在 2022 年能达到修补漆消费量的 6%

2.05
92.85 93.49

102.61

2.35 2.81

6.99

2015 2016 2017 2022F

2015-2022 年中国乘用车水性修补漆消费量及预测 ( 单位：百万升 )

92.65

109.60

6%

3%

96.30
95.2094.70

水性修补漆

溶剂修补漆

信息来源：SAI 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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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现状

水性修补漆在中国应用的差异性

色漆层是水性漆技术研发的主要

领域。原因有：

・色漆是修补喷涂过程中 VOC 排

放的最主要来源，占比 80% 以上

・高固体含量清漆是目前市场

上使用最广泛的技术

・水性的底漆、中涂和清漆产

品推广依然存在一定的技术限制

水性修补漆目前主要是在一些推

行水性技术的高端车系汽车品牌

的 4S 店使用

・我国现今至少有超过 15 个品

牌的汽车企业在他们的 4S 店大

力推广水性汽车修补漆 

・水性漆的使用主要由高端汽车

品牌带动，目前这些品牌设立的

4S 店主要集中在环保政策较完

善、高端车系保有量较高的一二

线城市

・水性修补漆的地区性消费量

与一类汽修店的分布以相似比例

浮动

色漆为主 4S 店为主 经济发达地区为主

水性漆受施工成本、喷涂工艺以及水性技术普及性等因素影响，在汽车修补

市场上的接受程度呈现差异化分布，主要表现在涂层工艺、客户偏好和地区

差异上。

信息来源：SAI 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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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技术沿革

早期的修补漆以水性丙烯酸树脂为主要成膜物质，具有良好的施工性、装饰性、耐候

性、保光、保色性，干燥快且成本低。随着配方的改进，水性丙烯酸修补漆的耐化学品、

耐摩擦等综合性能也逐步提升，在市场中被广泛应用。例如，羟基丙烯酸树脂涂料由

于其干燥速度快，性能优异，价格适中，成为广受欢迎的汽车修补漆。

但是丙烯酸修补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例如由于水性丙烯酸乳液自身的原因，水

性丙烯酸树脂所制备的色漆侧面带蓝光或白光，使得水性漆干燥前和干燥后颜色不一

致，不宜调色，无法满足修补漆快速调色的要求。为了提高综合性能，水性底色漆开

始使用丙烯酸和水性聚氨酯混拼体系。

2000 年之后，水性聚氨酯修补漆逐步进入市场。聚氨酯配置的水性修补漆能够实现快

速调色，涂装效率高，操作窗口宽泛，适应性强，而且膜化性能更优。

2000 年到 2012 年是新一代水性修补漆升级换代的年代。

美国艾仕得公司为代表的国际修补漆企业研发并推广最新全球水性修补漆体系。新一

代的水性修补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遮盖力强、施工效率提高、独特的“湿碰湿”

技术、色彩选择更多、配方稳定、可重复性强。

从国际修补漆企业推行到中国，技术已相对成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最新一代

20 世纪 80
年代研发
起步

丙烯酸树脂
性能优异，
同时缺点也
较明显

水性
聚氨酯修补
漆进入市场

产品性能、
施工效果和
效率提升

水性丙烯酸
树脂体系

丙烯酸和水性聚
氨酯混拼体系

新一代水性修补
漆技术

信息来源：李桂琴，李树伟，郭逍遥，罗晖，郭伟杰，《汽车修补用水性聚氨酯底色漆制备研究》，试验研究与应用，2016（06）

朱德勇，邱学科，《汽车修补漆用水性聚氨酯金属闪光底色漆的配方设计及性能》，涂料技术，2012（06）

朱彦，《现代汽车涂料领域的新技术》，化工管理，2014（7）

王锡春、李文刚《汽车用水性涂料的特征及其涂装技术》，上海涂料，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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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涂料的特性与施工

目前，汽车制造商与维修后市场在中国使用的涂料按其介质类型，主要可以分为溶剂

性涂料和水性涂料两种。其中，溶剂性涂料是以有机物为主要介质，而水性漆是指

以水为溶剂或分散介质的涂料，区别于传统溶剂型汽车涂料的高 VOC 挥发（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优质品牌的水性汽车涂料因为使用了水

性介质，相比溶剂型涂料可减少约 80% 的 VOC 排放并且不影响涂装品质。在环保政

策的推动下，汽车用漆在向具有优异对环境负责特性的水性漆转换正成为大趋势。

水性涂料的涂装工艺与溶剂型涂料基本相同。但在作业方面受水的特性影响，在

喷涂时需根据水性涂料的特点，采用与溶剂型涂料不同的设计。

0

20

40

60

80

100

水性涂料体系的 VOC 消减效果

29

溶剂形涂装体系 水性涂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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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漆

（水性中涂漆、水性底
色漆、溶剂型清漆）

20
2

4

5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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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含
量
/%

水的特性 可能的问题 针对水性涂料的喷涂方法

沸点虽比较低，但因

蒸发潜热高，难蒸发，

易受湿度的影响

・使用流变剂

・添加高沸点溶剂，添

   加热流平树脂

・控制喷漆室的温湿度

・利用低温预加热

・减少涂装环境的污染

   物质

・添加疏水溶剂

・添加消泡剂

・添加高沸点溶剂

・添加热流平树脂

・调整树脂的极性，选

   择混合溶剂，使用表

   面调整剂、界面活性剂

・使用表面调整剂

・添加热流平树脂

・流挂

・闪光颜料定向不良

・涂膜外观变化

・因水突沸产生气泡孔

・对底面和颜料的润湿变差

・易产生异物附着的缩孔

・流平性差

・因有气泡且难排出，易产生涂

   膜缺陷（气泡孔）

表面张力高

易发泡且难消除

信息来源：王锡春、李文刚，《汽车用水性涂料的特征及其涂装技术》，上海涂料，2012（06）

涂料 涂装设备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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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发展历史

水性修补漆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8 年为市场的引入阶段，

2008-2013 年为培育阶段，自 2013 年之后，水性修补漆的市场发展进入了增长

阶段

20 世纪 90年代 2005年左右

20世纪 90年代末 2008年

水性修补漆

首次商业化推广

水性修补漆开始

在中国主要的主

机厂 4S 店得以推

广使用

国际修补漆厂家

将国外成熟水性

修补漆产品引入

中国市场

北京奥运会期间，

应承办城市的环

保要求，所有高

端车 4S 店被要求

使用水性修补漆

水性修补漆技术的研发

始于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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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之后 2013年

2011 年左右 2015年之后

在主机厂与国际水性修

补漆厂家的协同推动下，

水性修补漆的市场占有

量逐步提升

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始重

拳治理环境污染，推出

多个 VOC 限排标准

新一代水性修补漆产

品引入中国市场

针对汽车修补行

业 VOC 排放的地

方性限制标准陆

续出台，推动区

域性大规模修补

漆水性化转变

但行业整体发展速度仍较缓慢

新一代的水性修补漆主

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遮

盖力强、施工效率提高、

独特的“湿碰湿”技术、

色彩选择更多、配方稳

定可重复性强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称“大气

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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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 环保政策和 VOC 限排标准是最主要的动因

> 其他动因

・汽车生产企业受政策压力主动要求使用绿色产品降低汽车生产环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修补漆厂家看到水性修补漆市场的机遇，开始加入到研发、生产以及推广水性修补

   漆的行列之中

・中国居民对环保问题的重视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

> 水性修补漆成本高

・国际修补漆品牌积极开发适用于中端市场的水性修补漆产品

・新一代水性修补漆产品施工性能优异、遮盖力强、用量较省。随着技术进步，使用

   水性修补漆的综合成本在不断下降

> 喷涂工人对水性漆喷涂工艺不了解，培训时间成本高

・修补漆厂家通过组织培训、喷涂比赛等活动积极促进提高喷漆工人的技术水平，提

   高其对水性修补漆产品和施工技术的了解

> 部分企业用户对水性修补漆产品特性和“油转水”转化过程中的一些方面，比如

   施工效率、涂装效果、设备投入成本等，存在一些误解

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因和挑战因素

推动因素

挑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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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价值链参与者的共同愿力和行动将在水性漆的推广中起决定性作用

调漆中心

 水性修补漆

厂家 车主

保险公司

独立小型汽修店

保险公司定损

经销商

独立大型汽修店

主机厂

连锁汽修店

4S 店

政府 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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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价值链参与者对水性漆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在中央政府层面，汽车涂装是中国

所有工业涂装中最早进行清洁生产和

VOC 治理的行业之一

・在“十二五”之后，国家推出多个标

准和文件来规范涂料市场。地方政府也

相继推出 VOC 限排政策

・OEM 原厂进一步主导售后服务的材

料认证和供应商的选择

・高端品牌主机厂主动在其 4S 店进行

水性修补漆喷涂技术换代

・随着行业对水涂技术及应用成本认识

加深，水性修补漆也在向其他类型修补

店普及 ・车主们的环保意识总体有大幅提高，

很多车主更加希望身体力行地做到节能

减排

・但是车险改革后，自付修补的情况增

多，水性漆修补费用相对较高，可能令

部分对价格敏感的车主望而却步

・水性修补漆 4S 店试点

・技术培训

・喷涂比赛

・价值链重构，保险公司有望发展成修

补漆市场的独立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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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政府和协会是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首要推动方

近两三年来，我国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溶剂型涂料和鼓励支持水性涂料的政

策法规，加上史上最严的环保法的实施，大大推进了我国汽车行业“油改水”的

进程。可以预见，在未来数年间，水性修补漆用量增长将主要依靠 VOC 排放限制

政策的普及和执行力度的提升。

宏观层面

地方政策

在“十二五”之前，中国

有关汽车涂装的标准规范

仅有两个：一是 2006 年

环保部发布的第一版 HJ/

T293-2006《清洁生产标

准汽车制造业（涂装）》

（2016 年已作废），二是

2010 年发布的 GB 24409-

2009《汽车涂料中有害物

质限量》国家标准

截止目前，深圳、北京、重庆和南京

等地已发布针对汽车维修行业 VOC

排放的标准

陕西省、天津市交通厅下达关于开展

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专项整治工作的文件，推广环保水

性修补漆，限制溶剂型产品使用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

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大气十条”）明确，

在石化有机化学、涂料、

包装印刷等行业实施挥发

性有机物综合整治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2016 版）中，将涂料

生产和使用环节产生危险

废物的条目中加入“不包

括水性漆”的括号注释，

即水性涂料生产和使用过

程中产生的废物将不被列

为危险废物

2016 年 4 月，中国涂料

工业协会、涂料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共同编写《中国

涂料行业“十三五”规划》

明确对汽车修补行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做出要求

计划出台针对汽车修补行业限排政

策的地区

其他地方性污染物限排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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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国际水性修补漆厂家对水性漆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做出突出贡献

国际修补漆厂家不仅在水性技术研发方面推动行业发展，还为水性修补漆的市场

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领先的几家国际企业在产品配套、技术支持和工艺转换

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并展开了一系列推广活动。协助汽修企业尽早达成

水涂转换和有效减少 VOC 排放的目标，从而进一步推进整个涂料和汽车修补行业

喷涂比赛

・修补漆厂家与政府和相关行

业机构合作，举办水性涂料应

用与喷涂技能大赛，旨在培养

能够熟练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装备的专业喷涂人才

水性修补漆 4S 店试点

・自 2005 年以来，以艾仕得为首的修补漆厂家协助主机厂

促进 4S 店“油转水”的成功案例不断涌现，他们凭借着过

硬的产品性能，优质的技术服务，促进水性修补漆在 4S 店

不断普及

技术培训

・修补漆厂家致力于协助

OEM、政府和汽修企业在各

省市开展水性漆喷涂的技术培

训。他们为汽修企业提供一整

套可持续的汽车涂装解决方

案，从而帮助汽修厂改善车间

效率，并在技术服务中不断推

出更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提

升车主服务体验

・以艾仕得为例，其在中国有

四个培训中心，每年可培训

4000 名客户技工，方便他们

使用和学习最新的产品，不断

提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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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欧系、美系和日系主机厂和 4S 店在助推水性修补漆应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水性修补漆采购的重要决策者，主机厂 (OEM) 在水性修补漆市场推广的过程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机厂旗下品牌 4S 店是推广水性修补漆技术、实际喷

涂操作和向车主推介水性环保技术的主要阵地。

独立汽修店和中低端品牌 4S 店

・在环保政策的推动下，使用水性漆的独立汽修店的占比正在快速上升，特别是在有地方排放要求的区域（北京、

深圳、重庆等地）

・考虑到原材料成本、技师培训、前期投入等因素，一部分规模不大或当地政府对水性涂料使用要求不明确的

汽修店在转换水涂过程中，依然动作缓慢

・据 SAI 不完全统计，2017 年全国大约不到 1 万家使用水性漆的 4S 店和汽修店，占有钣喷业务维修店总数不

到 5%

・不过，随着人们对水涂技术及应用成本有更深入认识后，越来越多的汽修店开始以比较积极的态度来了解和

考虑使用水性涂料：与实力雄厚的国际水性涂料厂家合作，更新喷涂设备，并请国际涂料厂商对汽修厂涂装技

师进行全方位水性涂料钣喷培训

汽车主机厂（OEM）和旗下高端品牌 4S 店的驱动作用 

欧系主机厂

・水性化起步最早、比例最高

・主机厂对于旗下 4S 店管理较严格，水性修补漆的使用为强制性的

美系主机厂

・个别高端品牌很早就启动了修补漆“油转水”的战略项目。目前在试

点城市全面推广使用水性修补漆产品

国产主机厂

・国产汽车主机厂也秉持助力国家环保事业的态度，积极主动使用水性

漆并完善水性漆服务体系

日系主机厂

・目前也在积极探索修补漆水性化转变

・仅有个别品牌启动了修补漆“油转水”的项目，目前多数处于试点阶段

・主机厂对于水性修补漆的使用，多为建议而非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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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动因

环保话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作为水性

修补漆的最终使用者，车主对这一产品的了解和认可，将对水性修补漆产品的推

广起到积极的作用。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其他参与者，未来也将成为推广水性环

保产品重要力量。

车主

・车主们的环保意识总体有大幅提

高，很多车主更加希望身体力行地

做到节能减排

・车险改革后，自付修补的情况增

多，水性漆修补费用相对较高，可

能令部分介意喷涂费用的车主不推

荐水性漆

其他参与方

・保险公司目前并没有大规模地参

与到修补漆市场中，但随着保险公

司发展成修补漆市场的独立销售渠

道，与各类维修店和修补漆厂商的

合作增多，在水性修补漆产品的使

用上也将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目前发展较快的连锁快修店有

集中钣喷的趋势。未来也有可能

会有更多的快修店联合建立钣喷

中心服务于门店，这类新钣喷中

心有可能会采用水性喷涂来实现

更长远的发展

车主和保险公司将更多参与到水性修补漆市场的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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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

国际修补漆厂家本土化生产

・由于跨国公司在水性漆技术的颜色配方、

技术和服务体系有相对成熟的经验，本土

企业在短时间还很难超越，未来数年内，

水性漆市场将仍是跨国涂料供应商的主导

市场。跨国公司近年来已将水性涂料的本

土生产作为主要发展方向。 

水性修补漆行业整合

・近年来整个修补漆行业在通过不断地整

合和并购完成整体的行业结构升级。国际

涂料企业通过收购中国本土修补漆企业，

并对并购后企业技术团队的重新整合，不

断开发新产品来占领中低端市场，而国内

本土企业也在通过自主开发中高端产品增

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色彩更加丰富

・随着汽车消费群体趋向多元化，汽车生

产企业为提升竞争力，在车身色彩的运用

上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二手车市场蓬勃发展。而通过改装车身

颜色实现个性化需求在近几年来逐渐流

行。汽车售后市场对水性漆色彩产生了更

多样化的需求。这对于涂料生产商来说，

也是更大的挑战和机遇。

应用逐步从高端市场向中端市
场扩张 

・随着水性修补漆市场的不断扩大及竞争

加剧，修补漆市场总体呈现出跨国企业从

高端市场向中端市场渗入，而本土品牌由

低端向中高端进军的发展走向。

中国水性修补漆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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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和展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水性修补漆市场必将紧跟着中国履行

环保责任的步伐，成为行业发展不可逆转的未来。

水性漆自身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在拥有对环境负责特性的同时，综合性能指标

已优于溶剂型涂料，而其制造成本在应用普及、生产规模化后也将逐渐降低。

“油转水”转换周期的长短仍将取决于主要市场参与者的意愿和行动力，其中政府、

协会和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导向、整车厂商和汽车涂料企业的推广力度、水性涂

料技术的升级、水性钣喷技工培养、行业整合等相互作用，合力推进对环境负责

的水性涂料技术在中国的大范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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