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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助力动力传动与控制产业革命

本刊记者 万  磊

————记第十八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3）

中国动力传动产业转型升级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个变革的

历史关键时期，有着“亚洲第一、

世界第二”称号的PTC ASIA展会，

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展示全球先进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搭建国际性

供需平台、推动各国产业同仁交流

合作、助力产业革命的引领角色。

在这历史使命的驱动下，PTC 

ASIA 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低迷，在

国内外行业企业的踊跃参与下，首

次横跨 9 个展馆，实现了空前的展

出规模、前所未有的观众数量。本

届 PTC ASIA 展于 10 月 28 ～ 31 日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展商数量达 1500 家，较往届增长

4.9%；展出面积 96 000m2，较往届

增长 19.3%；来自 8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专业观众共计 77 067 人，较往

届增长 12.5%。各项指标的大幅增

长，继续巩固了 PTC ASIA 在中国

乃至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

PTC ASIA 展会由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

零部件工业协会、德国汉诺威展览

公司、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共同组织，继续得到了欧洲

液压与气动委员会（CETOP）、德

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美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

台湾地区等动力传动同业协会的鼎

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在展会组织者的共同努力下，

本届 PTC ASIA 亮点频现。

位置显要的“高新技术展区”

无疑是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和热

点。“高新技术展区”已是第 3 次

举办，规模再次升级，占地 300m2。

奉化气动、阜新液压、榆次液

压产业集群再次由地方行业协会组

织，以展团形式参展，亮相在展会中。

为了延伸平台价值，展会同期

还举办了一系列团体参观、技术论

坛、采购洽谈、买家配对等活动。

展会前后和现场的各种资讯、论坛

活动都通过 PTC ASIA 官方 APP、两

大展会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推送

到用户手中，加强宣传的同时，也

进一步保障展会的高效性。

国内颇具规模的动力传动企业

几乎无一缺席，悉数参展，他们对

PTC ASIA 展会的信赖和重视可见一

斑。盛装亮相并展出多项创新产品

的企业有：华德、恒立、力源、太

重榆液、泰丰、长江、圣邦、海特克、

黎明、苏强格、中川、科达、新益、

方大、索诺、佳尔灵、星宇、光华、

广研院、明宇、西普力等。

PTC ASIA 同样是国际动力传

动企业参展的必选，多家知名外企

携先进的动力传动产品参展，提升

了展会的技术水平，如：博世力士

乐、派克汉尼汾、贺德克、哈威、

阿托斯、西德福、川崎、雅歌辉托斯、

玛切嘉利、康茂盛、皮斯科、恩福、

芬纳、艾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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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展区 高潮迭起

为推动动力传动产业发展、展

示产业技术进步，展会主办方第三

次重磅打造占地 300m2 的“高新技

术展区”。该展区由“高校展区”、“技

术交流报告区”、“行业技术进步

奖发布展示区”、“品牌宣传展示区”

组成。展区内人潮涌动，高潮迭起。

展会开幕当天上午10:00，“2013

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

颁奖仪式”在“行业技术进步奖发

布展示区”隆重举行。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特别顾问王长江

先生主持颁奖仪式，协会理事长沙

宝森和专家委员会委员焦宗夏教授

代表协会向获奖单位代表颁奖，佩

戴着鲜花的代表们从颁奖嘉宾手里

接过沉甸甸的奖牌，脸上洋溢着收

获的喜悦。火热的颁奖现场引来观

众如潮、闪光不断。宁波天生密封

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先生代表

获奖单位发表了肺腑获奖感言，他

告诉行业同仁要充满自信，不懈追

求自主创新，把民族品牌推向世界。

“2013 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

封行业技术进步奖”34 项获奖项目

在“行业技术进步奖发布展示区”

进行了主题为“科技进步 科技创

新 科技兴企”的发布展示，以及

获奖展商展位导航。

在宽敞明亮、整齐划一的“高

校展区”，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燕山大学、浙江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 10 所

动力传动领域知名院校携带一批最

新科研成果参展，有效推进了科技

成果产业化，给展会增添了一抹亮

丽的色彩。

人气最旺的当属“技术交流报

告区”，主办方在 28 ～ 30 日共组

织了 17 场精彩的技术报告，吸引

了众多不远千里、慕名前来的听众。

大家踊跃提问，与专家进行现场交

流。首场报告会前，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沙宝森、德

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下属流体

动力委员会主席金斯利先生分别代

表两国协会讲话。沙宝森理事长说：

“科技无国界，流体动力技术的创

新和发展，流体动力市场的开发与

拓展，需要世界各国业界人士的共

同努力与合作。”金斯利主席说：“两

国协会首次合作，倍感荣幸，愿将

此活动坚持下去，共同推动世界流

体动力与控制技术的进步。”展会

贵宾参观团也特地来到讲座现场聆

听报告，感受现场求学气氛，并对

此技术交流活动给予充分肯定。

每场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按

报告的先后顺序）：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健博士

主讲《液压系统气穴发生时气泡膨

胀传热过程研究》：气穴的发生是

液压传动存在的一个典型的缺陷，

连续不断地气泡云溃灭会引起高达

1000MPa 的压力。部分压力能将通

过质点振荡的方式转化为热能，使

局部高压区域的温度达到 1000℃以

上，这对液压元件的破坏是巨大的。

2. 德国 ARGO-HYTOS GmbH 公司

状态监测及电子部主管 Roman Cecil 

Kr•hling先生主讲《油状态监测——

简单 高效 安全》：强调了对液压

油的状态进行分析的重要性，然后

又逐一介绍了分析液压油状态常用

的传感器及其他测量设备。

3. 东华隆（广州）表面改质技

术有限公司的王博先生主讲《利用热

喷涂涂层提高活塞杆耐磨和耐腐蚀

性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论述了常用

活塞杆的表面处理方法、镀铬层存在

的问题，并详细介绍了热喷涂技术，

包括热喷涂分类、热喷涂加工流程、

适用于活塞杆的热喷涂涂层的制备、

热喷涂涂层性能的研究。

4. 上海交通大学机电控制与

物流装备研究所的施光林副教授主

讲《风能与波浪能发电中的液压技

术》：介绍了当今风能与波浪能发

电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一种适用

于风能与波浪能发电的液压马达恒

转速控制技术；分析了该技术中的

基于双PID的具体控制算法；最后，

通过风能发电并网实验说明了该技

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5. 华中科技大学的刘银水教

授主讲《我国水液压技术发展现状

与展望》：介绍了水液压传动技术

的现状、应用以及展望。水液压有

无污染、不燃烧、成本低、易维护

等诸多优点，但同时也面临着密封

润滑、耐磨损、耐腐蚀、抗气蚀等

诸多问题。所以说水液压传动面临

新的技术挑战，是典型的高新技术。

6. 香港司达行公司总经理刘

伟健先生主讲《橡塑密封件应用基

础知识和完整密封方案配合介绍》：

密封技术是一项个性化很强的技

术，密封性能的好坏不仅取决于

密封件材料本身，同时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密封的结构设计和安装使

用。所以液压、气动行业要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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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密封效果，应该更多地跟密

封件供应商沟通。

7.汉萨福莱柯思液压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的王芳女士主讲《液

压技术在造纸工业的应用》：介绍

了各种液压技术和液压产品在造纸

工业设备上的应用及其市场拓展。

8. 北京理工大学魏巍副教授

主讲《车用液力传动扁平叶栅系统

集成设计优化与验证》：介绍了车

用液力传动扁平叶栅系统集成设计

优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验证结果。

9.浙江工业大学的阮健教授主

讲《直动 - 导控一体化 2D 比例换

向节流阀》：该阀是一种应用直动-

导控一体化全新概念设计的电液比

例换向阀，具有直动和导控比例换

向阀各自的优点，同时因其采用压

扭放大驱动技术，以及阀结构中无

固定阻力小孔（或堵塞的结构），

因而抗污染能力强，对加工精度无

特殊的高要求，具有很好的大规模

生产和应用前景。

10.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德籍

华人刘明教授主讲《数值分析技术

在液压元件和系统开发中的应用》：

讲述了数值分析技术在中川产品的

应用和实施，强调数值分析在加快

新产品的开发进程、降低开发成本

的重要性，并抛开繁杂的计算，传

授如何选择数学模型，如何协调数

值分析人员与产品设计人员的设计

理念等具体问题。

11.美国 Bar Dyne 公司技术总

监 I.T.Hong 教授主讲《液压系统

污染控制和寿命预测技术与实现》：

工程实践表明，污染是影响液压元

件和系统可靠性的最大因素。但由

于污染物具有的随机性和对硬件的

破坏性，使得不管是对污染控制进

行数学建模，或者对实物实施测试

验证，都面临着软硬件缺失和匮乏

的困境。报告以实例演示，逐步说

明如何将传统的定性描述法进行量

化，以实现对液压系统实施高效污

染控制和预测其使用寿命。

12. 燕山大学副校长孔祥东教

授主讲《足机器人液压驱动单元非线

性建模及动态灵敏度分析》：介绍

了足仿生机器人液压驱动单元非线

性模型建立方法，搭建液压驱动单元

试验测试平台，基于参数辨识的方法

修正模型参数，推导其灵敏度方程

时变系数项矩阵及时变自由项矩阵，

求解不同阶跃量及负载力工况下液

压驱动单元位移阶跃响应对各参数

的灵敏度函数，利用柱形图直观给出

灵敏度变化规律及数值特点，并对液

压驱动单元非线性模型及部分灵敏

度分析结论辅以试验验证。

13.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专家委员会德籍委员张海平博

士主讲《国外液压技术研发动态》：

主要围绕 2013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重点介绍了在某些元件上新的

改进，这些元件包括泵分流器、管

接头保护层、单向阀、油箱、过滤器、

液压缸、自治油缸、闭式容积回路、

变频调流量、高速电机、柱塞泵。

14. 美国 DELTA 计算机系统公

司总裁兼总设计师 Peter Nachtwey

先生主讲《澳门“水舞间”舞台的

高精准 50轴同步运动控制：应用高

级编程、调试和系统优化的案例》：

“水舞间”的舞台很独特，由 8 个

主平台和 3 个入口坡台组成。8 个

主平台降低时可浸在水中，使潜水

员能根据不同场景的要求改变舞台

道具。而当它们提升到不同高度时，

进入视野的则是不同层次的场景。

每个主平台由 4 个长约 9m、直径

200mm 的液压缸支撑移动。3个入口

坡台则各由 6个液压缸操控其高度

和坡度。演出中对所有的舞台移动

都必须保证安全而精确，这些都对

控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5. 瑞士 KVT 公司全球销售总

监 Daniel Schranz 先生主讲《新型

工艺孔密封方案介绍》：介绍了各

种密封堵头的选用、安装等技术问

题。瑞士 KVT 公司是一家专业做工

艺孔的纯机械式封堵方案的公司。 

16. 湖南维格磁流体股份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张坤龙先生主讲《磁

流体密封技术》：介绍了磁流体密

封的优点：长寿命，可长达 10 年

安全运行寿命，期间不需要维护；

最佳的扭矩传递：100% 动力给进传

输，无转矩损失；“零”泄漏；高

真空度；适应不同转速工况；耐压

差性能好。磁流体密封是目前被世

界各国广泛公认的“零泄漏”动密

封先进技术。

17. 英国 Webtec东亚市场开发

部经理张慧敏女士主讲《FlowHUB—

经济实惠的液压流量状态监控整合式

解决方案》：介绍了英国Webtec的

专利产品FlowHUB系列流量计。此流

量计采用一体化整合式设计，仅一个

部件即可实现流量和温度的测量，同

步显示及传送流量值并轻易实现触发

式警报功能，为测试台、流体动力系

统及润滑系统封闭回路的状态监控提

供了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100

产业集群展团 竞相展示

展会期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

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沙宝森、特别顾

问李利、常务副秘书长程晓霞先后亲

临奉化气动产业集群展区、阜新液压

产业集群展区和榆次液压集群展区参

观，与各集群展区组织单位领导、参

展企业进行了座谈交流。在听取了各

产业集群发展情况介绍后，沙宝森理

事长对各集群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

祝贺，他非常高兴地看到各产业集群

都在积极寻求快速发展之路，如：奉

化气动产业集群企业大投入引入国际

高端管理、技术人才，研制高精尖气

动产品，努力拓展国际市场；阜新液

压产业集群积极推进产业联盟、实施

集体采购、寻求差异化产品定位；榆

次液压产业集群力推液压与装备制造

业结合发展模式，建立院士工作站，

举办较有影响力的“中国•榆次液压

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研讨会”等等。

沙宝森理事长寄期各集群继续

加强自主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

作，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打造中国

基础件产业集群典范。他表示，我

协会将一如既往地为各产业集群作

好各项服务。

奉化气动产业集群 

奉化气动产业集群由奉化市气

动工业协会统一组织参展，展区由

75 家参展企业组成，展出面积共

3438m2，其中代表性企业有：宁波

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宁波

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奉化市

星宇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利达气动

成套有限公司、奉化市鑫潮自动化

元件有限公司、宁波新佳行自动化

工业有限公司、宁波盛达阳光气动

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光华气动工业

有限公司……

展区内特装展位占一半以上，

充分展现了企业形象和文化，有不少

气动新品亮相此次展会，如索诺公司

展出的T/G/TSL/TRY系列气源处理件

和 FY/TG/FG 系列电磁阀 /气控阀，

佳尔灵公司展出的5V系列电磁阀/

气控阀和SDA系列薄型气缸，星宇公

司展出的微型电磁阀和智能电动执行

器，利达公司展出的LDI低能耗大流

量电磁阀/气控阀、耐石油液化气高

压气孔管阀，光华公司展出的VI系

列紧凑型阀岛，等等。

奉化国家气动产业集群示范

基地已形成了鲜明的优势和特色。

为推动民族气动产业的发展壮大，

充分利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

优势，共建研发、检测、信息等公

共服务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进一步增强产品产业配套能力，实

现气动行业发展在国内领先。制定

行业未来发展规划，将气动行业列

入重点发展行业目录，努力推动产

业在“十二五”期间实现产值、利

润翻番。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

速推进产业聚集化、集群化发展，

让优势更加鲜明。积极打造一批国

内、国际知名品牌，推动一批优势

企业上市，让产业竞争优势进一步

凸现。

阜新液压产业集群展区

阜新市液压气动协会自 2008

年以来已连续 5 次组织会员企业参

展，提高了阜新液压行业的知名度，

主要有阜新海普液压、北鑫星液压、

精工液压、北辰液压、阜新浙大技

术中心，展出面积 108m2，有力促

进了阜新液压行业的快速发展。

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

市经济转型的亮点，阜新液压产业

发展迅猛。如今，阜新液压产业不

仅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阜新国家

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被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认定为

“国家液压产业集群示范基地”，

还被辽宁省委、省政府授予“辽宁

省示范产业集群”称号，被国家科

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

基地。

今年以来，阜新液压基地重点

在谈项目已达 20 个，其中包括徐

工集团、中国机械集团、中集集团、

日本东芝以及芬兰卡特比勒公司等

一批国内外500强企业的投资项目。

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集群竞争

力，国内第二大汽车动力转向泵生

产厂——阜新德尔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就坐落在基地内。作为国

内同行业中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

傲人的市场占有率只是德尔成功的

表现，而将其推向成功之巅的强大

动力则是科技创新。阜新液压产业

基地不仅大企业、龙头企业注重创

新驱动，中小企业同样注重科技的

引领作用，目前科技创新的成果已



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3 年第 12 期 101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经开始显现，2012 年实现高新产品

产值 118.5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

值的 39%。

基地依托浙江大学的技术优

势，为基地提供高新技术产品研发

支持，从而提高基地产品技术品

质，目前已经有液压螺旋转子泵、

负载口独立双阀电液比例多路阀、

数控机床高速液压动力卡盘、融雪

剂撒布机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

超高压柱塞泵、内啮合齿轮泵优化

仿真设计等十几个项目开展新产

品研制工作，部分技术成果已在基

地企业中进行转化，这将成为基地

的重要技术支撑和创新产业的增

长点。

此次 PTC ASIA 展会得到了产

业基地及阜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开发区及市经信委有关领

导亲临展会现场参观并组织企业参

加行业技术报告会，观看展区亮点

展品——北鑫星液压最新生产的双

阀芯差动快速液控先导阀、多路阀、

呼吸式防污染液压油箱等产品，最

后还安排企业到浙江大学参观实验

室、进行技术交流等活动。

榆次液压产业集群展区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榆次液压产

业集群，扩大榆次液压的国内外知

名度和影响力，加强合作与交流，

在 2012 年成功组织 10 个企业参展

的基础上，2013 年榆次液压集群展

团由榆次液压协会统一组织，参展

队伍、规模继续升级。主要有：太

重榆液、方盛液压、高行液压、海

洋液压、斯普瑞机械、航天液压等。

其中有 4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2 家上

市公司，代表着榆次区 200 多家液

压同行。总计展出面积 462m2。

这次参展企业带来的展品涵

盖特色泵、阀、缸、过滤器、管接

件、精密铸件、液压系统及装备

600多个品种，其中具有自主创新、

国内领先的专利产品 160 个。其中

有太重榆液最新研发的国内技术

领先的高性能液压元器件及系统，

可望打破国际垄断，逐步扭转我国

高端液压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被

动局面；山西方盛液压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液压电子数控

元器件、比例阀、插装阀、液压伺

服控制全自动造型机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研发的高压子母叶片泵达到

美国威斯克技术标准，进入欧美高

端配套市场；晋中市榆次海洋液压

有限公司与日本栗田株式会社合

作研发的高端液压凿岩机；山西高

行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专特

精油缸，为航天航空、国防军工、

国家重点工程和配套主机出口的

液压系统均代表了当前国内一流

水平；榆次三明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的国内领先水平的矿用高端

液压立柱、采煤机、掘进机高端油

缸；还有一系列高、精、特、专产

品在展会集中亮相，如高压变量柱

塞泵、内啮合齿轮泵、多路阀、大

口径油缸、矿用高端液压立柱、阀

块等高端产品，堪称全系列、多品

种、高质量。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

集中体现了集成、精密、高效和向

智能化方向发展的特点，产品畅销

欧美高端配套市场、巴西、俄罗斯、

印度等新兴市场和国内主机行业，

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矿山机械、

航天航空、机床等装备制造业。

展会期间，榆次区委书记贡琦、

区长张祖祁、副区长刘国华等政府

领导在百忙中亲临现场参观指导，

走进高校展区洽谈交流，充分表明

当地政府对这一产业的重视和支持。

同时，榆次液压产业集群还组织企

业高管、技术人员与上海交大、国

家 CAD 模具中心的领导和专家进行

座谈，商定“院士工作站”的深度

合作，在展会高新技术展区参加由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组织

的技术交流报告会，聆听国内液压

及装备制造权威专家的专题报告。

国家与地区展团  纷纷亮相

台湾区展团

台湾区流体传动同业公会组团

参加了本届展会，18 家知名台企

参展，展出面积 270m2，是该展团

有史以来最大的展出面积。展品涉

及液压、气动和密封领域。主要参

展企业包括：台湾气立、金器工业、

君帆科技、康百世液压、东峰空油

压、益阳工业、超卓工业、朝阳油压、

油顺、武汉机械、安颂液压、经登

企业等。

金器公司展出了 MA-118x 分

散式自动化控制器及其模组，功

能方块与阶梯图编辑系统，该系

统具有多样化的通讯介面，支持

Modbus 协议和大于 10 000 点输出

入，为气动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提

供了更加便捷和性价比更高的替

代方案；益阳工业展出的 YR 系列

活塞杆，采用镀铬材料，具有寿

命长，刚度高等优点，尺寸范围

φ6～φ160mm，长度范围 2～ 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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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恭气动展出迷你型两位三通直动

式电磁阀和两位五通 15mm 引导式

电磁阀，两种阀的功率为 0.8W，外

观精美，新恭气动是电磁阀微型化

发展的典型代表企业之一。

台湾展团展出了许多性价比较

高的新产品，体现了台湾动力传动

企业重视技术进步、善于创新的企

业精神，吸引了不断前来洽谈合作

的国内外观众。

意大利国家展团

意大利展团阵容强大，共有

60 多家优秀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旋

转轴油封、大直径油封、液压阀及

阀组、气动设备、电子线圈、传感

器、弹簧机械、胶管、密封产品、

液压管接头、轴向柱塞马达、小型

液压动力装置、润滑油、热塑橡胶、

插装阀等等，充分展示了意大利产

品的最新技术与优良工艺。

其中 HANSA TMP 公司是一个

高水准的液压零部件的意大利制造

商，生产闭环可变量轴向柱塞泵，

开环可变量轴向柱塞泵，摆线马达，

小规格的径向柱塞泵，定量和可变

量的轴向柱塞马达，摆线轮式驱动

单元或径向塞马达，还有用于定量

和变量泵的液压发电机和特种液压

阀块。

意大利展团的展品获得了中国

参观者的好评和肯定，相信中意两

国在液压领域的合作将会取得更丰

硕的成果。

德国国家展团

德国展团由德国联邦经济与技

术部和德国博览会行业协会组织，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是发起

单位，共 36 家公司借此机会展示

其创新产品和优质服务。德国展团

的展品涵盖流体动力、电气传动、

压缩空气技术、轴承、驱动技术、

内燃机和小型燃气轮机、线性运动

系统、测量与控制设备、机械传输、

零部件与辅助齿轮传动等等。

其中德国汉臣（Haenchen）

液压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液压元件生

产商。该公司的动态伺服液压缸，

其独特的间隙密封 Servofloat 和

静压轴承 Servobear 得到了全球高

端客户的一致认可，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军工、汽车、冶金、机床

及试验机等高动态和高寿命测试设

备，尤其是冶金行业的结晶器振动

缸，汉臣更是有领先地位。

韩国国家展团

韩国国家展团的组织方为韩国

机械产业振兴会（KOAMI），10 家

展商参加了本届展会。韩国展团带

来了液压系统及其组件、齿轮泵、

液压阀、电控设备、压缩空气装置、

传感器、数字显示器、检测仪器等

多样化的产品。

KOAMI 成立于 1967 年，是韩

国机械领域的领先行业指导机构。

同时作为非盈利机构，借此展会，

KOAMI 希望两国机械工业领域的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为两国机械

工业的健康发展和务实合作发挥

了作用。

多国展团

来自英国、土耳其、印度、西

班牙、法国、美国、日本等多个国

家的 17 家展商以多国国际展团形

式参加了本届展会。

多国国际展团带来的展品有液

压阀、液压设备及配件、过滤器、

柱塞泵、齿轮泵、散热器、快接插头、

阀门、液压胶管等产品。多数参展

企业除了有意向中国出口产品外，

还希望能在中国寻求合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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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展商 提升服务

展会开幕当日上午，由展会主

办方主要领导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理事长沙宝森、特别顾问李

利、常务副秘书长程晓霞，德国汉诺

威展览公司高级副总裁裴喜，汉诺威

米兰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符禹等组成的贵宾参观团，走访了“高

新技术展区”、重点展团和展商。

沙宝森理事长和裴喜高级副总

裁带领贵宾参观团认真了解展商的

发展情况，对此次展出的自主创新

的流体传动产品进行了详细咨询，

并听取了展商对展会建设的意见和

建议。通过本届 PTC ASIA 展，他们

一致认为中国动力传动行业转型升

级已成效初现，高新科技产品频现，

一些企业联合参展预示着行业联合

正在积极酝酿，几家行业新秀大展

位参展昭示行业将形成新格局。他

们寄期PTC ASIA继续引领技术风潮，

助推全球动力传动产业的稳步发展。

在为期 4 天的展会中，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沙

宝森、特别顾问李利、常务副秘书

长程晓霞废寝忘食、马不停蹄地走

访展商，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

深入了解企业现状和诉求，探讨发

展方向，与企业分享喜悦、分担忧

愁，充分展现了协会作为行业大家

庭和社会工作者对产业发展的热切

关注，对行业企业的深切关爱。

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协会秘

书处全体参展人员也不辞辛劳，深

入到展会各个角落，为展商提供更

快捷周到的服务。他们及时地为展

商解决各种参展问题，及时地采访

报道展商，及时地采集最新展示的

新展品，及时地了解会员企业近况，

及时地走入集群展区，及时地拜访

国外展团……。展会上每处都能看

到协会秘书处人员匆忙的身影。深

夜中他们在撰写展会新闻稿，及时

登载在协会官方网站，尽最大的努

力为展商、为行业做好极具价值的

信息服务，服务精神在传承……。

国际同业组织 合作共赢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作为展会主办方，一直以来致力于

推动国际同业组织间的互动交流，

每届展会期间都会与各国同业组织

进行会晤和友好交流。

展会上，协会沙宝森理事长、

特别顾问李利、常务副秘书长程晓

霞、专家委委员张海平博士以及

外联部祁金一女士先后会见了欧

洲液压与气动组委会（CETOP）主

席 Ahmet Serdaroglu 先生、日本

流体动力协会（JFPA）技术部部

长堀江秀明先生、意大利流体动

力协会（ASSOFLUID）秘书长 Mr. 

Ferrara 先生、德国机械设备制造

业联合会（VDMA）展会及公共关系

部 Solveig Thiede 女士。

会谈中，沙宝森理事长首先向

他们介绍了PTC ASIA 2013展会举办

情况和展会高新技术展区的亮点活

动。本届展会展商数量和展出面积

较去年分别增长了18%和 19%，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今年的高新技术展

区组织了17场国际化的技术报告，

报告者是来自中国、德国、美国、英国、

瑞士、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高

等院校和企业专家。沙宝森理事长

希望在下次的技术论坛上能看到来

自各国同业协会组织的企业和专家

学者带来精彩的技术报告。他还分

析了当前中国机械工业的走势：目

前中国经济走势放缓是在政府的可

控范围之内，这是好事，这样企业

不会再去盲目地追市场，而是有时

间和精力去做研发和创新，这才是

中国动力传动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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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联谊 情深谊长

自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成立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两

岸同业组织间的互动交流，近年

来在每届 PTC 展会期间都会与台

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一起

举办“海峡两岸流体动力联谊会”，

共谋两岸流体动力产业发展和技

术进步，促进两岸经贸合作，实

现中华流体动力产业的协同发展。

2013 年 10 月 30 日晚，由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主办、

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协办

的“2013海峡两岸流体动力联谊会”

在上海开元曼居酒店举行。来自宝

岛台湾的 30 多位行业同仁在台湾

流体公会理事长游平政、总干事长

高明翔的带领下盛情赴会，大陆协

会秘书处全体人员参会，常务副秘

书长程晓霞主持了联谊会。

两岸协会沙宝森理事长和游

平政理事长分别为联谊会致辞，沙

宝森理事长表示：两岸交流非常重

要，希望两岸同业同仁深化大中华

思想，在当下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继续加强沟通，共享宝贵经验，携

手攻克难关，共创大中华流体动力

产业的辉煌！愿两岸同仁友情天长

地久！

游平政理事长也表示：将继

续促进两岸产业间的互动合作，继

续传承两岸产业同仁间的信任和友

情，不断为两岸产业交流谱写新的

篇章！

协会特别顾问李利和台湾流体

公会副理事长、亚德客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世忠为联谊会致祝

酒词。

今年 5 月我协会首次组织赴台

参访团，一行 15 人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参访交流公务活动，先后参访

了台湾气立股份公司、颂德精机股

CETOP 主 席 Ahmet Serdaroglu

先生对于本届展会取得的成绩表示

祝贺，他认为，全球的工业展会尤其

是欧洲传统工业展持续低迷的形势

下，PTC ASIA 展能有此傲人成绩充

分证明了其实力所在和各主办单位

的不懈努力。Ahmet Serdaroglu先生

介绍了CETOP的教育培训认证体系。

目前已在世界多个国家：英国、德国、

瑞典、土耳其等地设有认证中心，

为会员提供短期的液压和气动技术

培训。他希望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作为在中国的组织单位，

成立液压和气动技术教育培训委员

会并设立认证培训中心，为中国的

动力传动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以及

人才的培育提供规范的教育认证服

务。沙宝森理事长当即表示此项工

作是协会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会加以重视和关注。具体的实施将

会在双方的后续沟通中有序进行。

日本流体动力协会技术部部

长堀江秀明先生向沙宝森理事长详

细介绍了日本油压工业和空压工

业 1972 ～ 2013 年的各项数据，他

表示，“今年的走势还是呈下降趋

势，但明年开始会有缓慢提升。”

随后沙宝森理事长询问了有关明年

日本 IFPEX2014 的展会时间，并表

示希望届时可以抽出时间去日本观

展。堀江秀明先生表示非常欢迎和

感谢，他说：“PTC ASIA 展会办得

非常好，今年展会面积和观众数量

感觉相比去年有不少增长，遗憾的

是前来参展的日本企业不多，回去

之后协会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更

多的日本企业前来参展，希望 PTC 

ASIA 展会越办越好。”

ASSOFLUID秘书长Mr. Ferrara

先生介绍了今年意大利展团情况及

加强未来合作进行了交流。Ferrara

先生介绍，2013 年协会组织了 60

余家意大利企业前来参展，意大利

展团的展商数量和展位面积较去

年都有增长。展商对今年展会的展

出效果也非常满意，纷纷表示要继

续预定下一届 PTC ASIA 展位，并

且看好中国未来动力传动市场的增

长预期，将会加大在华投资力度。

Ferrara 先生对于本国企业和专家

错过了高新技术展区举办的无比精

彩、场场爆棚的技术报告表示非常

可惜，将来一定加大宣传和组织力

度，并祝愿PTC ASIA 展会越办越好。

VDMA 展 会 及 公 共 关 系 部

Solveig Thiede 女士表示，今年

VDMA 共组织了 36 家德国企业前来

参展，他们对今年展会的展出效果

非常满意，将继续预定下一届 PTC 

ASIA 展位，并且对中国未来动力

传动市场非常看好，将会加大在华

投资力度。期盼未来两协会继续携

手同行，共同推动全球动力传动产

业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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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君帆科技有限公司、亚德

客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家台湾流体动力

知名企业，并参加了台湾流体公会举办

的“第八届第三次会员大会暨终身成就

奖颁奖典礼”和“2013 海峡两岸流体

传动产业交流联谊会”。

我协会秘书处几位年轻同志也借此

次联谊会就今年 5 月协会组团赴台访问

交流畅谈感想，他们诚挚感谢台湾流体

公会对协会赴台参访的盛情邀请、倾力

协助和精心安排，同时感谢 4 家受访企

业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参观学习和

座谈交流均受益匪浅。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联谊会

上，沙宝森理事长向游平政理事长郑重

发出了“相约北京 再谱华章”的邀请，

诚挚邀请台湾流体公会组团来大陆考察

交流，共同探讨两岸流体动力产业发展

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合作

和产业提升，携手共推中华流体动力产

业健康稳步发展。

两岸产业同仁再次齐聚一堂，大家

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使两岸友情再

次得到升华！

我们约定 PTC ASIA 2014  

已经走过 22 个年头的 PTC ASIA，迎来了她最美好的年华，陪伴她一起成长的行业企业们，也同样迎来了产

业发展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

沙宝森理事长在高度概括本届展会时表示：“纵观PTC ASIA展的创立、成长、发展，乃至成为国际品牌例展的历程，

展商、展品、展会及广大观众始终坚持‘放弃幻想、专注如一、创新求变’的思维和行动，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这条成功之路，是广大国内外行业企业共同铺筑的。一路走来，他们与PTC ASIA已经形成了永远不变的默契——

每年相聚在十月金秋。2014 年 10 月 27 ～ 30 日，让我们一起约定，相聚 PTC ASIA ！

为给广大读者、行业同仁提供全面了解 PTC ASIA 2013 展出的先进技术、展品，开拓新视野的机会，本刊特邀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特别顾问和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亲临展会现场，进行 PTC ASIA 2013 展会技术评述。专

家们承担了行业赋予的任务，十分重视，展会期间不停奔波，收集资料，认真撰稿，感动了行业同仁。我刊将撰稿

进行编辑整理后，在 2014 年第 1 期“综述与评论”栏目刊登。让我们一起随他们的专业、敏锐的视角，去珍惜、

学习和感受！

留给读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