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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 年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液气密行业企业在属地党组织和

政府的指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取得了防疫战“疫”、经济平稳运行的双胜利,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5. 4%;行业品

牌建设取得新进展、科技创新获得新佳绩、新产品新技术加快问世,国产化进展迅速、先进模范辈出。 展望 2021 年,挑战与机遇并存,
预计液气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将保持平稳增长,全年产销增速预计 5. 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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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1990-),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政部依法核准登记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法人,是液压、液
力、气动、密封行业生产、经营和与其相关的企业、研究院所、大
专院校、团体及工作者等自愿结成的行业性、全国性、非营利性

的社会组织。

0　 前言

2020 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肆虐神州大地,并迅速笼罩世界。 在以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液气密行业

企业在属地党组织和政府的指导下,迅速行动,边防疫

战“疫”,边复工复产,多措并举,攻坚克难,不断创新工

作模式,经过艰苦卓绝的拼搏,液气密行业取得防疫战

“疫”、复工复产的双线胜利,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

产值实现正增长。

1　 同心防疫战“疫”　 勠力复工复产

1.1建立与企业联系通道,创新工作模式

在疫情期间,液气密行业企业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及各地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迅速成立防控领导

小组,建立防控组织体系,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下称协会)
按照上级部门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战“疫”领导小组,
向全行业发出了“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打赢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倡议书” ,协会秘书处迅速建立与会员企业

的“ QQ 群” 、“微信群” ,通过关注企业“公众号” 、企

业和协会网站,建立或打通与企业的联系,保障了党

中央、国务院的指挥部署及时传达,政府各部门政策

及时到位,企业需求直接反馈,真正成为政府和企业

的桥梁。
1.2　 摸清会员企业复工复产底数,为国家制定和调整

政策提供支撑

　 　 按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要求,协会当日建立了

液气密行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日报制度,自 2020 年 2
月 13 日起,每天 10 点前向中国机械联上报液气密行

业企业前一日复工复产情况,到 5 月 12 日,共报表 64
次,做到每日更新,按时上报。 在此期间,协会利用建

立的企业联系网络,开展了两次专项调查,即大企业投

资完成情况和企业诉求反馈,并将调查情况及企业的

意见及时报送有关部门,使国家各部委迅速掌握液气

密行业企业第一手资料,为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提供

了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也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恢复、
行业经济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止 2020 年 5

 

月
 

12 日,据协会统计,企业复工率从最初的 56. 8%升

到 99. 2%, 复工企业平均职工复工率从 43. 3% 到

91. 1%,是整个机械工业中复工复产率超过 90%的 8 个

行业之一。
1.3　 为防疫战“疫”提供重要支撑

在抗疫过程中,由于疫情及春节因素的影响,给企

业复工复产带来极度困难,而液压气动密封件又是抗

疫物资的重要配套件产品,如口罩机、压条机、医用空

压机、呼吸机、CT 机、血液分析仪等,需要气源处理(三

联件)、控制元件(电磁阀)、执行元件(气缸)、附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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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接头)等大量的气动元器件;负压车需要气动元件、
密封件等。

行业企业克服种种困难,加班加点积极为医疗设

备生产企业提供急需的各种医疗机械配件,确保疫区

所需的各类医疗设备及时送到一线;通过视频、电话等

各种方式实时保证咨询服务,保质、按时完成了密封的

修复,保证了非常时期的备件供应和用户现场设备的

稳定运行。

2　 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020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及 2021 年预计。
2.1　 2020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度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331 亿元,同比增长

5. 4%。 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实现 724 亿元,同

比增长 8. 4%;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实现 250 亿元,同比增长

8. 3%;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实现 357 亿元,同比下降

2. 1%。
2020 年由于受疫情影响,中国液压气动产品国内

市场销售额是世界上两个正增长的国家之一,其他主

要国家液压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均下降,最多下

降 20%左右。
2.2　 2021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1398 亿元,同
比增长约 5. 0%左右。 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771 亿元,同比增

长约 6. 4%;
气动行业: 工业总产值 267 亿元, 同比增长约

 

6. 8%;
密封行业: 工业总产值 360 亿元, 同比增长约

0. 9%。
2016 ~ 2021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见图 1,2016 ~ 2021 年液

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及预计见图 2,2016 ~ 2021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见图 3,2016 ~ 2021 年密

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见

图 4。

图 1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图 2　 液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图 3　 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图 4　 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

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2.3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据不完全统计,2020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

国内市场容量为 1470 亿元,同比增长 5. 4%,分行业

如下:
液压(含液力)行业:2020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821

亿元,同比增长 7. 6%;
气动行业:2020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280 亿元,同比

增长 8. 9%;
密封行业:2020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370 亿元,同比

下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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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21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

量见图 5,2016 ~ 2021 年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

量见图 6,2016 ~ 2021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图 7,
2016 ~ 2021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图 8。

图 5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图 6　 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图 7　 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图 8　 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2.4　 液气密行业主要产品进出口情况

2020 年全球不确定因素太多,外贸出口压力犹存,
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欧美和一带一路等多个

国家对疫情传播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二是贸易摩擦

加剧;三是汇率波动较大。 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放

缓、国际贸易市场疲软。 而我国已逐步构建了国际、国
内双循环,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使进出口额增幅逐月回

升。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液压、气动、密封主

要产品进出口额 53. 5 亿美元,同比下降 2. 3%。 其中: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主要产品进出口额分别为 34. 9、
8. 5、10. 2 亿美元。

1)
 

主要产品进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20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

业主要产品进口额为 37. 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 7%。
其中:

液压行业主要产品进口额为 24. 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0. 2%;
气动行业主要产品进口额为 6. 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6. 9%;
密封行业主要产品进口额为 6. 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 8%。
2)

 

主要产品出口情况

据海关统计资料显示:2020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

业主要产品出口额为 16. 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 6%。
其中:

液压行业主要产品出口额为 10. 1 亿美元,同比下

降 10. 0%;
气动行业主要产品出口额为 1. 9 亿美元,同比下

降 17. 3%;
密封行业主要产品出口额为 4. 1 亿美元,同比下

降 8. 7%。

3　 液气密行业发展特点

3.1　 行业品牌建设新进展

1)
 

液气密行业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

单公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

知》(工信厅企业函〔2020〕159 号)要求,经各省级中小

企业主管部门初核和推荐、行业协会限定性条件论证、
专家审核等流程,工信部将通过审核的企业名单予以

公示。 其中,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镇江大力液压马

达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佳尓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星宇

电子(宁波)有限公司、宁波江北宇洲液压设备厂、宁波

伏尔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力威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韶
关液压件厂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机构有

限责任公司等液气密行业企业列入第二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示名单。
2)

 

恒立液压市值超千亿

恒立液压股份公司市值 2020 年 10 月 12 日,首次突

破千亿大关,到 2020 年 12 月 30 日,市值达到 142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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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恒立液压获“II
 

Asia
 

2020”7 个奖项稳居工业领

域第一名

2020 年,恒立液压与亚洲 1472 家上市公司共同角

逐“II
 

Asia
 

2020”的评选奖项,一举拿下了“II
 

Asia
 

2020”
工业领域“最受尊敬上市公司”、“最佳 CEO 第一名”、
“最佳 CFO 第一名”等 7 个奖项,荣登工业领域榜首,大
大提升了公司在全球资本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
 

华德液压获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

会发布关于表彰关于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的决定,其
中,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

5)
 

两企业获“全球工程机械零部件优质供应商 50
强”荣誉称号

第十一届全球工程机械零部件优质供应商 50 强

品牌评选活动历经报名、网络投票、用户打分、专家评

审四个环节,历时 5 个多月,共计收到 1
 

532 家企业及

产品报名,线上微信投票超过了 129 万票,行业企业及

用户投票参与热度空前。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荣获“中国工程机械零部件供应商 100
强”和“全球工程机械零部件优质供应商 50 强”荣誉称

号,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全球工程机械零部件

优质供应商 50 强奖”。
3.2　 科技创新获新佳绩

2020 年是“十三五”发展规划收官之年,液气密行

业加大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增大研

发投入,取得新的成绩,为“十三五” 收官落下浓重的

一笔。
1)

 

液气密行业斩获 8 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据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公室公布的

2020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评奖结果,液气密

行业斩获 8 项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3 项。
2)

 

吉林大学刘春宝教授等获得 2020 年度吉林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20 年 11 月 12 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关

于 2020 年度吉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此次决定

授予了 21 个项目吉林省科学技术逬步奖一等奖,吉林

大学刘春宝教授等凭借“大功率液力调速产品集成设

计关键技术及其节能应用”项目荣获吉林省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
3)

 

液压元件 / 系统及系统群可靠性增长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获 2020 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等奖

由赵静一教授为主要完成人,燕山大学、宁波恒力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和秦皇岛燕大一华机电工程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为完成单位的液压元件 / 系统及系统群

可靠性增长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 2020 年度河北省

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3.3　 先进模范辈出

2020 年液气密行业在防疫战“疫”、复工复产的过

程中,涌现出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他们不愧是行业的

骄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焦宗夏教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章、华中科技大学李宝仁教授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发明

奖暨入选第四届工匠中国年度人物、优泰科苏州密封

技术有限公司徐涛喜获“大国工匠”盾构先锋称号。
3.4　 新产品新技术加快问世,国产化进展迅速

1)
 

万华化学 100 万吨 / 年乙烯装置裂解气压缩机

国产干气密封正式投产运行成功

2020 年 11 月 9 日,万华化学 100 万吨 / 年乙烯装

置产出合格乙烯产品,标志着该装置一次开车成功。
该装置关键核心设备裂解气压缩机配套采用中密控股

的干气密封及控制系统,一次开车成功,运行良好,标
志着由中密控股承担的万华化学 100 万吨 / 年乙烯装

置裂解气干气密封及控制系统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这

是百万吨乙烯三机干气密封国产化道路上继中科炼化

之后又一重要里程碑。 该项目的成功打破了该装置产

品被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为国之重器———百万吨大

乙烯项目三机全面国产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15
 

MPa 天然气管线压缩机干气密封研制项目

通过验收

2019 年 12 月,中国石油西部管道公司在新疆乌鲁

木齐市对“天然气管线压缩机 15
 

MPa 国产干气密封”
项目进行了验收。

经专家组确认,项目产品累计运行 5421 小时,超
过了工业运行 4000 小时的考核要求。 运行期间,项目

产品各项参数平稳,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性能达到国

外同类产品技术水平,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和价格

垄断局面,有力支撑了国内主机向更高端发展,填补了

国内空白。
3)

 

国产化高温油浆泵密封在中煤 DCC 装置一次

开车成功

2020 年 3 月 16 日,中密控股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

能化有限公司配套的国产化高温循环油浆泵密封在

DCC 装置一次性开车成功,这是国内最大的 DCC 装置

油浆泵机械密封的首次成功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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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主泵机械密封国产化制造工作完成

2019 年 12 月 18 日,核主泵机械密封试验回路,在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以下称“核泵公

司”)一期试验车间联调成功,标志着其已具备进行下

一步试验的条件。
机械密封是轴封型核主泵的三大关键部件之一,

是防止反应堆一回路冷却剂通过转动的泵轴外泄至大

气的重要设备,具有技术含量高、制造精度要求高、材
料性能要求高、附加值高等特点。

5)
 

自动化大型盾构机主驱、铰接密封圈制备技术

确认

2020 年 10 月,由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掘进机械

分会主办,北京建科汇峰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自动化

大型盾构机主驱、铰接密封制备技术研讨会上”,本次

研讨会,通过对盾构机主驱、铰接密封新材料应用、新
的工艺技术、关键设备进行研讨和实地考察,确认了北

京建科汇峰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掌握最先进的盾构密封

制备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 其自主研发并成功

运行的 50000 米 / 年盾构机密封圈自动生产线,进一步

推进了盾构密封全面国产化的进程。
6)

 

优泰科盾构铰接密封现场拼接新工艺

2020 年 5 月,优泰科(苏州) 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盾构铰接密封现场拼接新工艺工厂考察暨技术交流

会”在优泰科密封苏州园区工厂举行。 本次会议,以优

泰科公司在大尺寸铰接密封现场拼接的新工艺为切入

点,展示了优泰科先进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生产能

力,以及在盾构机密封行业不断提升的研发水平和综

合技术服务能力。
7)

 

V30G 泵全球发布

恒立液压在 2020 年推出了新产品 V30G 系列重载

轴向柱塞变量泵。 该泵延续了恒立德国 InLine 液压 70
年研制重载柱塞泵的成熟经验,取得了关键核心技术

集中应用的突破。 特别是控制装置和传感器的配合使

用,实现油泵数字化闭环控制,为流量精准调节、节能

提效、故障远程诊断等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也为全

球客户带来更佳体验,成为该项目规划的首选。
8)

 

助力超大直径盾构机

2020 年 9 月,由恒立液压提供全套油缸等液压产

品的“京华号”与“长城号”盾构机成功下线,展示了我

国企业成功实现 1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的工业制造

实力。 恒立液压是全球盾构与 TBM 液压缸配套 TOP
级企业,盾构油缸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国内市场

占有率超过 80%,助力推动我国由盾构隧道大国向盾

构技术强国迈进。
9)

 

超高压齿轮泵 CBGTF
为了满足市场对更高水准产品的需求,长源液压

推出了超高压齿轮泵 CBGTF 系列产品,
 

其最大的特点

是耐高压能力。

4　 2021 年展望与目标

4.1　 挑战与压力

展望 2021 年,疫情在各国逐渐得到控制,经济逐

步复苏,中国大陆由于疫情控制良好而成为世界经济

复苏的发动机。 但是,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

难以预料,贸易摩擦呈现新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盛

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国内的结构性矛盾

仍然突出;主机配套需求波动较大,难以预测;液气密

产品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产品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的供

需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人力成本上升、环保约束升

级的趋势没有变化。 行业运行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复

杂,行业实现平稳运行、实现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发展的

任务依然艰巨。
4.2　 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工程机械行业增长的趋势仍然持续,据中国工程

机械工业协会预测,工程机械行业 2021 年预计增长

10%左右。 农业机械行业在经历周期性下滑后,2021
年有望继续反弹。 新兴战略性产业持续发展。 汽车行

业增速下降,但总量仍然保持增长。 机械工业保持稳

中有进,预计 2021 年增速在 5%左右。
(1)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总基调没有改变,国
家减税降费的相关配套政策仍在有序推进,“强基工

程”“智能制造”等专项工程的实施,为行业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和发展环境。
(2)

 

内需拉动。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加,
社会需求稳定增长。 农业振兴战略的实施,为行业发

展提供了新需求。 农业夏粮丰收,农业新技术应用,推
动农业机械增长,医疗器械需求旺盛,主机对液气密产

品需求相应增加。
(3)

 

产品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持续进行,企业自我

发展内在动力增强。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趋

势,推动行业企业加快自主创新,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促进行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4.3　 发展目标

2021 年是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预计

液气密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021 年将保持平稳增长,增
幅先高后低,全年产销增速预计 5. 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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