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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节能问题愈加重视程度,其已经成为世界
领域内的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制定了对应的标准并强制性要求执
行,以便落实好节能减排以及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本文中将对汽车涂装中的节能环保涂料研发以及
成果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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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world attaches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problems,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world field.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rresponding standards
have been formulated and mandatory, so as to implement the purpose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energy 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ating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current automobile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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