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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要

 

■ 适用底材
HiQ 1K 底漆 (metallic/solid/pearl 颜色)

■ 产品构成 

* 有效期间的基准温度为 20℃ 

■ 混合黏度
12~14 秒, 黏度(主剂+固化剂) Ford Cup #4 at 77°F (25°C)

■ 可用时间
在77°F (25°C)下， 2 小时( 用CCH-200 固化剂 使用时)

■ 固化剂选择

■ 使用方法

HiQ Clearcoat (TC-410)

Version 1.0

产品特点

HiQ 清漆 TC-410是 干燥熟读快， 鲜映性， 丰满度， 流平性好，适当1~4 
板规模的修补。特别是干燥后没有光泽损失。 还有，因为热处理时间短， 优秀作业效率性。 

产品名 容器(ℓ) 容量(ℓ) 有效期间

HiQ 清漆 主剂 (TC-410) 4,0 4,0 12 个月

HiQ 聚氨酯 固化剂(CCH-200, 230, 250) 1,0 1,0 6 个月

稀释剂 : 不使用 - - -

温度

5~15℃ 10~25℃ 20~30℃ 30℃ 以上

部分涂装 CCH-250 CCH-200 CCH-230 不要使用

 1~2个板 CCH-250 CCH-200 CCH-230 不要使用

3 个板 以上 CCH-250 CCH-200 CCH-230 不要使用

使用方法

前处理
1K 面漆涂装后，充分干燥的情况下， 先除尘后开始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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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bar (重力式)

与底材的距离 20~25cm保持后， 2~3次涂装 

喷枪口径 : 1.2∼1.5mm, 干燥涂膜厚度=40∼60�

3.0~4.0 bar (往上吸式)

与底材的距离 20~25cm保持后， 2~3次涂装 

喷枪口径 : 1.4∼1.6mm, 干燥涂膜厚度=40∼60�

0.6~0.7 bar (气嘴压力)

与底材的距离 20~25cm保持后， 2~3次涂装 

喷枪口径 : 1.3∼1.5mm, 干燥涂膜厚度=40∼60�

涂装间等待时间 : 3~5 min

套时间 : 5 ~10 min

为了防止吸入调配蒸汽，接触皮肤或眼睛， 必须带

保护装具后，涂装作业。

温度 时间 温度 时间

20℃ 40 min

25℃ 30 min

25℃ 1.5 hrs 60℃ 30 min 使变凉后就可以

25℃ 2.5 hrs 60℃ 30 min 使变凉后30分钟后

(*)但, 涂膜厚度越厚越干燥时间长。  

1) 再涂装可能时间 : 加热干燥后，常温 2个小时后 

2) 再涂装前， 把研磨, 脱脂剂 DR-180使用脱脂后涂装 

干研磨 P800 水研磨 P400 – P500

产品名 调配比调配比率

* 体积比

■ 干燥时间

HiQ 清漆 主剂 (TC-410) 4

HiQ 聚氨酯 固化剂(CCH-200, 230, 250) 1

稀释剂 : 不使用 0

涂装条件

保护装具

备注

指触干燥

装配可能时间

光泽作业可能时间

追加信息
■ 再涂装

HV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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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空气压 : 2 bar

涂装遍数 : 1~2 coats

作业方法 : 1)	  TC-‐410	  清漆涂装。	  	  

              2)	  第二次涂装时，	  比第一次涂装面积更大的面积涂装	  
              

4)	  最后，把DR-‐500使用	  边缘洗掉

 VOC 含量 4.9lbs/gal (600g/liter)

1. 2液型聚氨酯涂料会与湿气反应, 是用前除却湿气后使用。

   涂装后，把残留涂料即刻清洗

2. 使用后剩下的涂料呢， 盖盖子后，保管在避开直射光线，湿气的

 1. 本产品适用前，  熟知MSDS后，作业进行。

 2. 按照产品容器上，标志的危险以及注意事项内容

 3. 为了安全， 充分换气后使用 

 4. 混合以及涂装时， 必须带保护装具后，涂装作业。

※	  本资料为按照我司试验结果，经验的根据的弄作的,	  实际作业环境与涂装条件别会有差异。	  	  

※	  本资料为NOROO	  Paint&Coatings的知识财产。不能复印，分配。	  如需要详细资料，	  

向我司技术部询问，或参考网站(www.autorefinishes.com)

■ 健康与安全

■ Blending涂装

使用产品 : HiQ Blending稀释剂 DR-500

3)	  用DR-‐500稀释际，	  把TC-‐410稀释	  (TC-‐410:DR-‐500=1:1稀释)
与涂装面积更大的面积涂装	  

■ VOC 含量

■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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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DR-‐500稀释际，	  把TC-‐410稀释	  (TC-‐410:DR-‐500=1:1稀释)
与涂装面积更大的面积涂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