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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

经济环境，我国液压气动密封行业遭

遇了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

经济运行增幅和质量都受到较大影

响。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措施的实施

和一系列促进基础件产业发展的政策

推动，行业在困境中呈现出科技创新

成果显著，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的科学

发展态势，主要经济运行指标增幅企

稳回升，行业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改善。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CHPSA）

Against the severe and complicated economic situation home and abroad,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has suffered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which brings about a higher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steady growth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parts manufactory, the industry is showing 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rend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n acceleration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Main operating index of 

economy has shown stabilization and recovery and the quality is gradually 

improved.

2012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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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完成及预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范围调整规定，

2011 年前规模以上企业系指产值 500 万元以

上企业统计，2011 年之后规模以上企业系指

产值 2000 万元以上企业统计，致使对行业规

模以上这种变化据同比值产生一定影响。

1.2012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完成情况

据协会统计，2012 年液压（含液力）气

动密封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844 亿元，同比

增长 9.23％。其中：液压行业：465 亿元，

同比增长 6.71％；气动行业：165 亿元，同

比增长 9.96％；密封行业：213 亿元，同比

增长 14.58％。

2.2013 年行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总产值

预计

液压（含液力）气动密封行业预计 94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2.0%。其中液压行业预

计 51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0.5%；气动行业

预计 18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2.11%，密封行

业预计 245 亿元，同比增长约 15.0%.

Completion and 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provisions of statistical range of 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as to 

be considered that  the annual output value was over 5 million yuan before 

2011, and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was to be modified that the 

annual output value was over 20 million yuan in 2011. This change of the 

statistical range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statistics year-to-year.

1.Introduction about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2012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association, hydraulics(include hydro-

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chieved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84.4 billion yuan in 2012 with a 9.23% increase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2011. Among them: hydraulic industry: 46.5 billion yuan, rising by 6.71%; 

pneumatic industry: 16.5 billion yuan, rising by 9.96%; seals industry: 21.3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4.58%.

2.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2013

Hydraulics (include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94.5 billion yuan by about 12.0% growth year-on-year. 

The hydraulic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51.5 billion yuan by about 

10.5% growth year-on-year; Pneumatic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18.5 

billion yuan by about 12.11% growth year-on-year, and seal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24.5 billion yuan by about 15 % growth year-on-year.

2008 ～ 2013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见

左图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2008 ～ 2013 年液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

况见左图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include hydro-dynamics) industry from 

2008 to2013. (See left-hand chart)

2008 ～ 2013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见左图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pneumatics industry between 2008 and 2013. (See left-

hand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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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出口贸易情况

1. 进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2 年液压气动密封

各类产品进口总额 32.96 亿美元，同比减少

26.84％。其中：液压 22.72 亿美元，同比减

少33.65%；气动5.63亿美元，同比减少1.17%；

密封 4.62 亿美元，同比减少 9.93%。

2013 年进口预计：根据 2013 年前半年

进口增长趋势分析，预计 2013 全年：液压产

品约 20.0 亿美元，同比减少约 12%；气动产

品约 5.5 亿美元，同比减少约 2.3%；密封产

品约 5.0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8%。

2. 出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2 年液压气动密封

各类产品出口总额 11.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9%。其中：液压 5.6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气动 1.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48％；

密封 4.53 亿美元，同比减少 13.70%。 

2013 年出口预计：液压产品约 6.00 亿

美元，同比增长约 6.8%；气动产品约 1.60 亿

美元，同比减少约 9.60%；密封产品出口约

4.40 亿美元，同比减少约 2.9%。

Introduction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1.Import

Statistics show that: total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in 2012 is of $3.296 billion, decreasing by 26.84%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 products $2.272 billion, decreasing by 33.65% 

year on year; Pneumatic products $563 million, decreasing by 1.17% year 

on year; Seals products $462 million, decreasing by 9.93% year on year.

Prediction for import in 2013: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growth trend of 

import in the first half year of 2013, it is expected in 2013: hydraulic 

products are about $2.0 billion, decreasing by about 12% year-on-year; 

pneumatic products are about $550 million, decreasing by about 2.3% 

year-on-year; seals products are about $500 million, increasing by about 8%.

2.Export

Statistics show that: total ex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in 2012 is of $1.192 billion, increasing by 1.79%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 products $562 million, increasing by 12%; 

Pneumatic products $177 million, increasing 23.48%; Seals products $453 

million, decreasing by 13.70% year on year.

Prediction for Export in 2013:Hydraulic products are about $600 million, 

increasing by about 6.8%; Pneumatic products are about $160 million, 

decreasing by about 9.60% yea-on- year; Seals products are about $440 

million, decreasing by about 2.9% year-on-year.

2008 ～ 2013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进出口趋势见左图

The trend of export and im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2008 ～ 2013 年液压行业进出口趋势见左图

The trend of export and import in hydraulic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2008 ～ 2013 年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见左图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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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2013 年气动行业进出口趋势见左图

The trend of export and import in pneumatic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2008 ～ 2013 年密封行业进出口趋势见左图

The trend of export and import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3. (See left-hand chart)

三、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2012 年受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下降和装备

工业增速下滑的影响，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

市场容量在连续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按调

整后的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增速减缓，但由于

规模以下企业对市场容量的客观影响，液压气

动密封实际市场容量仍有较大增长，这是由于

前市场（直接配套）和后市场（维修配套）协

同作用的结果。

Domestic Capacity of the Market for the Products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ffected by the decline of market demand at home and aboard and slow 

growth of equipment industry in 2012, domestic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 products, on the basis of rapid growth of 

continuous years and in terms of the modified  provisions of statistical range, 

shows slowdown in growth. Despite the objective impact of enterprises 

below designated size ,the actual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still had a higher growth. They acted synergistically in pre-

market(equipment directly) and after sales(maintenance requirement). 

2008～ 2013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下图

The domestic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from 2008 to 2013 is as bellows.

2008～ 2013年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下图

The domestic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 (include hydro-

dynamics) products from 2008 to 2013 is as bellows.

2008 ～ 2013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下图

The domestic market capacity of pneumatic products 

from 2008 to 2013 is as bellows.

2008 ～ 2013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见下图

The domestic market capacity of seals products from 

2008 to 2013 is as be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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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结构调整和产品

技术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各界对于

液压气动密封产业的发展给予了

高度重视与期望，在国家一系列相

关政策的引导和行业员工的努力

下，行业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关键核心技术相继突破，一批国家

急需的重点产品相继通过了新产

品鉴定。

一是工程机械急需的液压轴向

柱塞泵、多路阀、回转马达等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相继研发试

验成功，在产品设计、关键工艺、

关键零部件等有重大突破，已掌握

了多项核心制造技术，部分新产品

通过了国家、省市组织的科技成果

鉴定。这些经鉴定的新产品达到了

国内市场进口主流产品的国际先进

水平，具备了产业化能力。

二是在密封领域，行业企业打

破了国外对我国核电密封技术多年

以来的封锁和控制，攻克了核电密

封件关键技术，其产品已经广泛应

用于我国核电领域。掌握了核心制

造技术的国产密封产品，从材料、

结构、设备、工艺、实验装置等各

项试验，均达到了核反应堆所要求

的各项指标，其中几项指标数据超

越国外同类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使我国核电站静密封产品实现

了全面国产化。丙烯装置、加氢装

置密封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

取得了重大进展。

三是行业众多企业在转型升级、

高端突破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他们取得的成果成为行业的骄

傲。2012 年行业一批企业荣获“振

兴装备制造业中小企业之星”称号；

液压行业 9 家企业的 9 个知名品牌 4

大类产品荣获首批“2012 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优秀品牌”荣誉称号。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and people in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society pay high attention and expecta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Guided by a series of 

related national policies,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staff in this field, a 

great number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ve been broken through, and a group of major 

products in urgent need for our country have passed the evaluation 

of new products.

The first, some new product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an urgent need by construction machinery industry, such as 

hydraulic axial piston pump, multi-way valves, rotary motor, have 

a successful trial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 have mastered 

a number of core technologies of manufacturing in product design, 

key technology, and core parts. Parts of the new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apprais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organization. 

These new products with the ability of industrialization have 

achiev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that the domestic market 

requires for importing the products.

The second, in the field of seals, enterprises in this field broke 

through the blockade and control of technology of nuclear power 

seals from foreign countries for years, and mastered the key 

technology with which these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nuclear power field in China. These domestic seals products 

have met requirements that the nuclear reactors required in terms 

of materials, structure, equipment, technology, experiment test, 

and several indicators are beyond the standard of the similar 

foreign product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se static sealing product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realized their 

comprehensive localization. Key parts of seals of propylene unit 

and hydrogenation unit have also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The third, many enterprises have done a lot of fruitful work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products, and on breakthroughs of 

high-end technology, thus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achievements 

for this industry. In 2012, a group of companies won the title of 

"stars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hydraulic industry, nine 

famous brands and four classes products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Excellent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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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4 年行业发展与经济运

行展望

依据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方针政

策，展望 2014 年，我国液压气动密封

行业的经济运行走势将会继续延续今年

以来稳步回升的态势，发展质量和效益

有望逐步提高。

1.2014 年行业产销指标和市场容量

增长预计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产销增长同比约 12%，其中：液

压（含液力）行业增长约 11%，气动行

业增长约 10%，密封行业增长约 15%。

液压气动密封市场容量仍将继续保持稳

步增长，预计达到 1350 亿元，其中液

压（含液力）市场容量约达 770 亿元，

气动市场容量约达 260 亿元，密封市场

容量约达 320 亿元。行业转型升级和新

产品产值的提高，将成为行业产销指标

增长的有力支撑。

2.行业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增长预计

进口：液压气动密封产品进口同比

增长约 5%。

出口：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出口同比

增长约 8%。

3. 行业运行质量和效益将进一步

提升

在国家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政

策推动下，2014 年行业经济运行的质

量和效益将进一步提升，但继续增加的

成本上升压力会对行业经济运行效益带

来负面影响。

4. 高端产品产业化能力逐步形成

国家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配套急需

的关键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产品将

有重大突破，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产品将陆续通过鉴定并尽快形成产业

化能力。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Outlook of Industry in 2014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that the country 

formulated, looking ahead to 2014, we will have a economic operation 

trend of continuing  ris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under which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is expected to gradually increase.

1.Prediction for Production & Sales and Market Capacity Growth in 

Industry

Production & sales growth in Hydraulic pneumatic seal industry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s expected to be about 12%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previous year in 2014, among them: hydraulic (include 

hydro-dynamics) industry is rising by about 11%, pneumatic industry is 

rising by about 10%, seals industry is rising by about 15%. The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will continue 

to grow steadily, and reach about 135 billion yuan. Among them: the 

market capacity of hydraulics (include hydro-dynamics) industry will 

reach about 77 billion yuan, pneumatics industry 26 billion yuan, seals 

industry 32 billion yua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of value of new produc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2.The prediction of growth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of 

products in Industry

Import: About 5% increase in imported hydraulic products year-on-

year.

Export: About 8% increase in exported hydraulic products year-on-year. 

3.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operation in industry will be enhanced 

further

Promoted by national policies for elevat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industry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efficiency in 2014, however, the pressure from the cost with a 

continuous increase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benefit.

4.Industrialization capacity for high-end products is gradually formed

National major projects, products of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which are in urgent need to match the key 

engineering projects will have a major breakthrough, a batch of new 

product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ll be passed 

the appraisal and formed the 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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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国际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2012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

响持续蔓延，全球市场需求整体疲软，

国际流体动力传动市场产销增速下降。

2013 年在德国汉诺威召开的世界各国

流体动力工业协会年会上，国际流体动

力统计委员会（ISC）提供了相关国家

2012 年的流体动力统计数据。其中液压

见表 1，气动见表 2。

表 1  2012 年各国液压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Table l  Domestic Market Sales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Hydraulics Products in 2012  €1000

8,561,644

6,824,700

2,519,378

2,900,000

1,007,089

785,681

440,571

324,184

465,777

218,300

172,748

109,924

18,389

16,500

292,777

300,000

1,237,900

949,574

25,441,458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瑞典 Sweden

芬兰 Finland

土耳其 Turkey

俄罗斯 Russia

中国台湾 China Taiwan

瑞士 Switzerland

波兰 Poland

罗马尼亚 Romania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荷兰 Netherlands

西班牙 Spain

意大利 Italy

英国 UK

合计 Total

市场销售额

Market Sales Volume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CHPSA)

General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2

The growth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had been on the 

decline lied in overall weakness of global market demand with 

the spread of the further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12. The  statistical data related to fluid power of 

countries is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ISC)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hydro-dynamic 

industry association which hold in Hannover, Germany in 

2013. Hydraulic data sees table 1, pneumatic data sees table 2.

表 2  2012 年各国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Table 2 Domestic Market Sales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Pneumatics Products in 2012  €1000

2,412,827

2,340,888

1,655,527

1,200,000

250,293

132,466

51,976

41,278

116,706

196,728

139,744

22,941

7,642

12,000

71,428

570,260

139,199

130,000

215,324

9,707,229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瑞典 Sweden

芬兰 Finland

俄罗斯 Russia

土耳其 Turkey

中国台湾 China Taiwan

瑞士 Switzerland

波兰 Poland

罗马尼亚 Romania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比利时 Belgium

意大利 Italy

荷兰 Netherlands

西班牙 Spain

英国 UK

合计：Total

市场销售额

Market Sales Volume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68

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2013 年 4 月 18 日  捷克

参观德国 ARGO-HYTOS 公司捷克工厂

2013 年 4 月 9 ～ 12 日  德国

参观 2013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参观德国费斯托（Festo）公司

2013 年 4 月 15 日  瑞士

参观瑞士 KVT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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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与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

公司合作，组织“中国流体动力展团”于 2013 年 4 月 8 ～ 12

日参加 2013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并以“中国展团”形式集中展

示，得到展会主办方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参展企业通过参展获

取了丰富的信息、找到了市场定位、为今后发展找准方向。

2013 年 4 月 9 ～ 19 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应会

员企业需要还组织了赴欧洲参观考察团，分别完成了参观 2013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与国际流体动力协会交流、赴欧洲企业参

观学习等任务，取得很好成效。应该说，这次赴欧洲考察得到

会员企业的关注和支持，对每位团员来讲是一次学习提高专业

技能、技术水平难得的机会；对企业来讲是一次培养专业人才、

探讨合作共赢的机会；对行业来讲是让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共同

进步、共同发展，一次充满希望的交流。我们将赴欧洲参加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展会情况、国际交流情况和考察欧洲企业情况

分三个部分简要介绍给大家，愿与行业同仁分享。

走进欧洲
——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参观及考察企业纪实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祁金一

INTO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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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涉及世界工

业领域技术性含量高、专业性强，规

模最大的国际性贸易展览会，是联系

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造、技术应用

和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平台。该展会

创办于 1947 年，迄今已有 60 多年的

历史，发展至今，已成为全球工业贸

易领域的旗舰展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性工业贸易博览会。

2013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 4

月 8 ～ 12 日在德国汉诺威市如期举

办。本届博览会展出面积 23.65 万平

方米，共有来自全球各地 62 个国家

和地区的 6550 家厂商参展，其中 50%

展商为国际展商。本届展会还吸引了

近 22.5 万观众前来参观、采购，其

中，有 1/4 的观众来自德国以外的国

家和地区，其展出规模、水平创近 10

年之最。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主题（MDA）

为 2013 年博览会的重要主题之一，

每两年有这样一个主题。本领域参

展企业约 1500 家，来自国际展商占

2/3，展出面积超过 6 万平方米。中

国参展企业超过 730 家，展出面积

12 000 平方米，是历届参展团规模最

大的。中国展团的不断壮大已在国际

专业品牌展会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成为国际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展会主题

2013 年汉诺威工博会以“产业集

成化”为主题，贯穿了旗下的 11 个

专业主题展。包括：动力传动及控制

技术、工业自动化、能源、风能技术、

新能源车辆、数字化工厂、空压与真

空技术、工业零部件与分承包技术、

表面处理技术、环保技术与设备、技

术与研究。“产业集成化”已被业内

冠为是继“蒸汽机、工业制造、自动

化技术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通

过将各个生产单元全面联网，实现生

产力的大幅提升。在生产过程中，机

器与机器、机器与工件之间的互联，

可以使得生产设备按照不断变化的需

求进行自我调整，从而降低能耗和提

高生产效率，是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会亮点

“工业整合”是本届展会的亮点。

表明工业技术日益趋同，机械、厂房、

零件和组件将在未来实现实时信息交

换，管理技术与电子集成的整合给工

业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

世界知名企业博世力士乐公司、费斯

托公司、派克汉尼芬公司、伊顿公司、

贺德克公司、林德公司、布赫公司、

SUN 公司、萨奥 - 丹佛斯公司、奥盖

尔公司、哈威公司、阿托斯公司、邦

飞利公司悉数到会，各自推陈出新，

展示其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为 2013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带来新的亮点。

德国费斯托公司展示了“仿

生学习网络”的高效、智能生产技

术、创新技术和未来理念。其中，

BionicOpter（仿生蜻蜓）是公司展

示的一大亮点。BionicOpter( 仿生蜻

第一部分 参观 2013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赴
欧
洲
参
观
考
察
团
全
体
团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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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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蜓 ) 是超轻的飞行物体，可在任何空

间方向转向，上演复杂的动作特技，

可谓“灵活的现场课堂”。

西门子公司重点展示了智能的工

业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及提高整个价

值链中能源效率的全集成驱动系统。

还展出了通过西门子产品生命周期管

理软件（PLM）来进行数字化设计、

模拟和虚拟组装的“好奇号”火星探

测器模型。

德国库卡集团展出的工业机器

人、奥迪生产的 DL-501 变速箱剖面

模型、德国舍夫勒集团生产的巨型轴

承以及意大利罗尔西公司生产的风力

发电机组件等也都成为本届博览会上

的明星展品。

德国博世力士乐公司推出了多

个系列的高效液压解决方案，展示出

HVT R2 液压机械型变量传动设备、

A1VO 轴向变量泵等有助于实现更高

效、操控更舒适的液压驱动装置。公

司还凭借其开放式内核工程项目获得

了“HERMES AWARD 2013 汉诺威工博

会技术创新奖”。值得业内同仁关注

的是，该项目将相互独立的 PLC 与 IT

技术结合在一起，基于开放标准，软

件工具，功能包与开放式内核界面，

创建了一种高效、无缝的解决方案，

展示出未来流体动力技术发展趋势。

展会平台

1. 全球商业及市场交流

搭建了专业对外贸易平台。为参

展商和观众提供近距离接触的渠道，

有来自世界各国、地区、工业协会、

商业咨询机构和金融机构的代表，通

过交流会来采集相关建议和投资机

会。特别针对中小企业对外贸易项目

的接洽，通过会议、论坛和对接等活

动，建立了国际市场商业学习和沟通

的良好商机。

2. 求职和工作市场交流

搭建了交流平台。为众多年轻专

业人士的未来职业规划出谋划策，旨

在为企业寻找并储备技术和管理人才

进行交流，建立联系。

3. 科技在你身边

搭建了学习平台。旨在为年轻人

进一步了解工业领域先进技术和选择

就业机会。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对工业

技术的兴趣。

4. 科技之旅

搭建了信息平台。提供专业的参

观向导服务，引导观众快速了解最前

沿的科技和创新。

参展有感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组

织的中国展团展出面积 500 平方米。

协会在走访中国展商时看到：上海大

众液压有限公司以精致的特装展现出

企业文化和技术的进步，从展位设计

到产品展示，从每位参展人员的认真

态度，均可看出管理者对参展工作的

重视。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精艺阀门管件有限公司、慈溪进

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光华气动工

业有限公司、宁波星箭航天机械厂、

奉化鑫潮自动化元件有限公司、宁波

博尔法液压有限公司、宁波佳尔灵气

动机械有限公司等老展商，凭借他们

对汉诺威展会的了解以及对欧洲市场

的熟悉，展示出其最受市场欢迎具有

针对性的产品，收获颇多。大家一致

认为：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出范围涵

盖面广，观众专业性强，交流具有针

对性，对参展结果很有信心。

山西方盛液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是参展企业中的新展商，也是展团中

来自榆次老液压工业基地的优秀民营

企业。公司领导十分重视此次参展，

并选派 5 名优秀的专业人员服务，得

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委、区政府和

榆次液压工业协会的重视和支持。

展会期间，榆次区副区长刘国华先

生和协会秘书长张瑞江先生百忙中专

门来到公司展台与参展者亲切交流。

费斯托公司展出的仿生蜻蜓 博世力士乐公司展出的高效节能液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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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刘格生副总经理谈了首次参展的

收获：“我认为企业要不断扩大品牌

的影响力，开拓国际市场需要有一个

被市场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努力向世界同行企业学习先进的技

术、优秀的管理理念和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参展我们已找到与国外同行的差

距，这是本次参展的最大收获”。并

不是所有的中国参展商都取得了喜人

的收获。一位老展商感慨地说出心里

话：“我们企业自 1993 年起每两年

来到汉诺威参展，已是老展商了。从

本届参展我们感到压力更大，主要是

同行企业越来越多，同质化竞争越演

越烈，大家活跃在一个市场中压力越

来越大，我们已感到传统的生意不好

做了，亟待企业转型升级，形势严峻，

不容乐观”。

体会建议

1. 此次参加 2013 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的中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所带

来的产品和展示出的技术以及科技含

量与国际同行企业相比差距甚大。虽

然中国参展企业的数量创历史之最，

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效益的产

品尚未展现出来，企业虽然开拓国际

市场有了成效，但中国企业整体工业

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外企业

相比，差距较大。

2.一批行业骨干企业开拓市场理

念亟待提升，紧迫意识不强，面对复

杂、多变的市场自我应变能力差，缺

少适应市场发展的新动力。必须认识

到：中国企业还应从自身做起，抓基

础，练内功，尽快实现转型升级，缩

短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

3.本届展会高度重视搭建专业人

才培养的服务平台，而这正是我国流

体动力行业面临亟需解决的困惑，也

是我们应该学习借鉴的。中国流体动

力产业需要不断培养专业人才，我们

的高等院校应强化基础专业设置，为

基础工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也是我们

行业共同的心声。

有感：“一个寂寞的行业，有一

大批耐得住寂寞的人”，他们几十年

用默默无闻的精神释放着正能量，为

民族工业担当起责任，用长期经验积

累争取话语权，他们深知“打铁还要

自身硬”！期待中国流体动力行业有

更多的骨干企业走出国门，期待展示

出更具实力的产品和技术，期待交流

能带来更多的信息。

创新驱动，将激励行业同仁继续

努力前行。

第二部分 国际流体动力同业协会交流

国际流体动力峰会

2013 年 4 月 9日下午，由德国流

体动力协会（VDMA）和国际统计组织

委员会（ISC）共同组织召开的“国

际流体动力峰会”在汉诺威工业博览

会展馆会议中心会议厅举行。来自美

国、中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

土耳其、日本、俄罗斯、罗马尼亚、

波兰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同业协会代表

出席本次峰会。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理事长沙宝森委派协会外联

部祁金一女士应邀出席。德国流体动

力协会主席 Christian H.Kienzle 先

生主持会议。

会议邀请 VDMA 经济与统计事务

部 Anke Uhlig 女士就“全球机械制

造业 - 发展现状和趋势”做了介绍；

ISC 主席 Amadio Bolzani 博士就“国

际流体市场情况”做了专题发言，他

从3个方面即：2000～ 2012年液压、

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情况（见表1）；

2000 和 2012 年液压、气动主要国家

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见表2、表3）；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2 与 2011 年

中
国
流
体
动
力
展
团
一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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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 ～ 2012 国际流体动力产

品国内市场销售情况  单位：千欧元

（a）2000 年液压市场份额                                                   （b）2012 年液压市场份额

表 2  液压行业 2000、2012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a）2000 年气动市场份额                                               （b）2012 年气动市场份额

表 3  气动行业 2000 年、2012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表 4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2/2011 液压产品国内市场

销售额同比增减幅度（%）

表 5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2/2011 气动产品国

内市场销售额同比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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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对比

（见表 4、表 5）作了阐述。会上，

各国协会代表分别就“各国经济及流

体动力行业发展情况”作了交流。还

邀请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级副总裁

裴喜先生就汉诺威展览公司举办的全

球展会作了介绍。

展会结束后，我协会应行业企业

需求，将有关国际市场信息做了简要

整理，现提供给大家，仅供参考。

从表 1 得知，美国和日本受世界

经济危机影响，销售额自 2000 年以

来一路下滑，美国从 2000 年的 99.5

亿欧元下降至 2008 年的 78.28 亿欧

元，日本从 2000 年的 60.21 亿欧元

下降至 2008 年的 36.43 亿欧元，分

别下滑了将近 30% 和 40%；但美国在

2008 年后经济复苏迅速，2012 年销

售额达 109.74 亿欧元，已超过经济

危机前业绩水平，而日本则持续显

露出疲软态势。欧盟国家在 2000 ～

2008 年则受益于其成功的一体化，经

济飞速发展，从 2000 年的 87.59 亿

欧元增至 2008 年的 126.33 亿欧元，

之后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

略有下滑，但在 2011 年开始回升，

并基本重新恢复到了 2008年的业绩水

平。中国台湾在 2000 ～ 2012 年则一

直维持在 4亿欧元左右，小幅波动。

唯独中国流体动力市场随中国经济的

崛起销售额从2000年的仅仅5亿欧元，

到 2011 年达到 86.9 亿欧元；尽管受

2011年欧债危机影响增长率有所下降，

但仍维持在年10%左右的增幅。

从 2000 ～ 2012 年 的 12 年 间，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液压市场里

所占份额的变化：欧盟从 35.3% 降至

33.7%，美国从 44.1% 降至 31.3%，日

本从16.3%降至9.2%，中国台湾从1.6%

降至 0.8%，中国从 2.7%升至 25%。

从 2000 ～ 2012 年的 12年间，世

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气动市场里所占份

额的变化：欧盟从30.8%升至 32.6%，

美国从28.9%降至24.6%，日本从37.7%

降至16.9%，中国台湾从1.7%升至2.0%，

中国从0.9%升至23.9%。

2012 年同比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的液压市场销售额增长幅度：欧盟国

家基本维持不变增长 0.1%，美国增长

9.3%，中国台湾减少 7%，日本增长

4.6%，中国增长 1.7%。

2012 年同比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

的气动市场销售额增减幅度：欧盟国

家减少 4.6%，美国增长 12%，中国台

湾减少 1.6%，日本增长 0.6%，中国

增长 18.4%。

从以上统计数据中可看出，在

2000 ～ 2012 年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中国流体动力工业的发展

在国际上已具一定影响力，中国迅速

发展的市场对各国和地区都有着巨大

的吸引力。未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行

业会继续延续平稳增长的运行态势。

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层

会晤

博览会期间 4 月 10 日上午，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沙

宝森先生、常务副秘书长程晓霞女士应

邀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馆会议室与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层领导董事顾

桥博士、高级副总裁佩喜先生和泰莎女

士亲切会面并进行交流。能够在德国

汉诺威展会上见到多年合作的老朋友，

顾桥博士非常高兴和激动，亲切握手

后紧紧拥抱，合作友谊在不断升华。

随后，沙宝森理事长、程晓霞女

士与裴喜先生、泰莎女士进行了高层

会晤。双方就PTC ASIA今后的发展与

创新、PTC ASIA 2013继续创建高新技

术展区、举办国际化的技术交流、新

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层会晤 与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高层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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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技术的发布等事宜进行磋商。

裴喜先生介绍了本届汉诺威工博

会创建的新的理念和交流平台，介绍

了展会规模和举办的主题。沙宝森理

事长表示，要将汉诺威工博会好的理

念和创建的最佳平台借鉴到 PTC 展会

来，他还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和支

持基础产业的发展，这对我们 PTC 展

是机遇也是任务，因为这个展会不仅

是贸易交流，而重要的是体现国家的

发展战略，落实国家赋予的任务。PTC

展举办成功，已证明我们坚持的办展

理念和方向是正确的，前景是美好的。

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PTC 展

会创办 20 多年，已形成国际的品牌

展，丰富展品是共同的课题，应将基

础产业的上下游产品和制造工艺、新

材料成果作为展示的关注点，以吸引

更多的展商和专业观众加盟我们的品

牌展，创新理念的实现，一定给 PTC

展会带来新的动力。诚恳、友好、务

实的会晤达成许多共识，为 2013 PTC 

ASIA 展会成功举办和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国际同业协会交流

博览会期间 4 月 10 日下午，协

会沙宝森理事长、常务副秘书长程晓

霞女士、外联部祁金一女士先后会见

美国流体动力协会首席执行官 ERIC 

LANKE 先生，拜访了德国机械设备制

造业联合会 Peter-Michael Synek 先

生和柯蝶芬女士及意大利流体动力协

会秘书长 Ing.Marco Ferrara 先生和

Silvia Origoni 女士，就共同关心的

话题进行交流。

LANKE先生介绍了2014年美国拉

斯维加斯展（IFPE）筹备情况，他预计

2014 IFPE展会从展商人数、展出规模、

观众数量都将创历史新高，他表示欢

迎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参与展会。

意大利协会秘书长 Ing. Marco 

Ferrara 先生向沙理事长一行介绍了

2014 年意大利米兰流体动力展览会

（TPA）主题、规模，他说：意大利

米兰传动展在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将

继续努力打造成最具影响力的展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流体传动行业的负责人

Peter-Michael Synek 先生及柯蝶芬

女士与沙宝森理事长一行进行友好

交流。Mr. Synek 先生就德国流体动

力市场现状和 VDMA 协会工作情况作

了介绍。VDMA 有 38 个分支行业，共

3200多会员企业，包含全部机械产品，

其中流体传动行业有 200 多会员，主

要承担政府交办的工作和为经济数据

统计、分析、标准化工作开展服务。

沙宝森理事长在与各国同业协

会负责人分别交流时介绍了 2013 PTC 

ASIA 展会搭建的高新技术展区和国际

性技术交流平台。诚挚邀请各国流体

动力行业专家、学者到 PTC 展会来参

加国际性技术交流进行授课演讲，传

授世界流体动力新技术、新工艺、新

理念。并表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继续加强国际同业协会间的

合作，组织中国企业以“中国展团”

形式参加美国拉斯维加斯展（IFPE）、

意大利米兰流体动力展和德国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通过展会，学习借鉴世

界同行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创新

发展理念，促进世界流体动力产业的

发展，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国际交流活动洋溢着诚恳友好的

气氛，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形成共识，

坚信已搭建的展示平台；开展的多项

合作交流；定期举办的国际流体动力

协会高峰会，已成为情系各国同业协

会的桥梁和纽带，为促进世界流体动

力产业共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美国流体动力协会高层会晤 与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高层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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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赴欧洲流体动力企业交流

为促进我国流体动力传动技术进步，学习借鉴国外企业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推动中国企业与欧洲企

业间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沙宝森理事长的带领下，赴欧洲考察团于 2013

年 4 月 9 ～ 19 日参观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后，赴欧洲企业参观考察，并圆满完成考察任务。

参观德国费斯托(Festo)公司

这是中德气动行业间的国际交

流，这是一次走进世界先进企业学习

的课堂，受益匪浅……

4 月 12 日，应德国费斯托公司邀

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

事长沙宝森率赴德考察团团员代表一

行 8 人访问了位于德国斯图加特市的

费斯托公司，得到公司高层领导的热

烈接待和欢迎。

上午 9:30 在费斯托公司会议

室，公司欧洲及亚太区域销售总裁

Kriwet, Ansgar 先生和费斯托（中

国）自动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洪博士

与代表团团员亲切会面并经行交流。

Kriwet, Ansgar 先生首先代表公司向

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致欢迎词。随后，

他就费斯托公司全球布局、技术研发、

发展目标作了介绍。

费斯托公司是全球从事工业自动

化技术的顶级公司，公司 1955 年开

始正式生产气动元件，被称为气动技

术的鼻祖。在全球 60 个国家设有独

资公司，其中在中国有两家面向全球

的生产制造基地（上海 2005 年成立、

山东济南 2007 年成立）。2012 年销

售收入达 22 亿欧元，16 700 名员工

分布在全球各分公司，在中国几百位

工程师，为快速、便捷地解决工业自

动化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费斯托公司几十年坚持竞争需要

不断创新理念。公司每年研发投入占

销售的9%。主要在气动产品的小型化、

模块化、集成化、智能化、标准化、

长寿命、气电驱动的组合、识别技术、

传感技术、嵌入式控制技术、系统协

同技术为重点，实现诊断、监测、节

能和机电气一体化，为工业自动化提

供整套的解决方案及服务。最新研制

的智能机器人，仿生技术是近年该公

司研发最成功的成果。

费斯托公司创建了一个学习型的

企业，在教学、培训和职业教育上全

球领先。他们对专业人才的培养给予

了足够重视，通过长期的积累和有效

实施，为企业培养出无数个优秀的专

业人才。我们深信：公司先进的技术、

优秀的管理和培养出来的众多优秀专

业人才，将为世界流体动力产业的发

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代表团员在公司销售经理的陪同

下，来到费斯托公司生产现场和新技

术展示厅参观学习，他向代表团介绍

并演示了仿真设计和3D打印机技术，

受益匪浅。大家对未来气动技术的发

展更加充满信心。

交流后，沙宝森理事长代表协

会对费斯托公司热情地接待和精心安

排表示真诚的感谢并赠送纪念品。

Kriwet 先生和周洪博士高兴地与大家

合影留念。

参观瑞士 KVT 公司

这是用户和配套企业间的国际

交流，这是一次走进世界专业化、规

模化生产典范企业的学习，大开眼界

……

4 月 15 日，应瑞士 KVT 公司的

邀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理事长沙宝森率协会赴德考察团一

行 26 人访问了位于瑞士苏黎世的 KVT 

公司。公司高管密封件事业部总裁

Robert Hollinger 先生和市场销售总

监 Daniel Schranz 先生代表公司热

情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Robert 总

裁先生在欢迎词中表示：在暂短而宝

贵的时间里，非常珍惜与来自中国的

液压企业，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交

流，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为我们今后

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他介绍说：KVT 公司是全球知名

的高品质研发、生产金属胀式密封堵

塞的专业化生产厂，自 1970 年开始

参
观
德
国
费
斯
托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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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德国 ARGO-HYTOS 公司捷克工厂

这是凝聚中德流体动力协会友谊的交流，这是一次跨越

国界同行间的学习，意义深远……

4 月 18 日，应德国 ARGO-HYTOS 公司的邀请，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沙宝森率协会赴欧考察团一行 22

人访问了该公司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的ARGO-HYTOS工厂。

公司总裁 Christian H. Kienzle 金斯利先生（德国机械设备

制造业联合会（VDMA）属下德国流体动力协会主席）非常重

视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沙宝森理事长率领的中国考

察团来访，在汉诺威展会刚刚结束后，他就匆忙由德国赶到

捷克工厂亲自等候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两国流体动力协会主席金斯利先生和沙宝森先生亲切握

手，相互问候，能在金斯利主席创办的捷克工厂会面，两位

协会领导人均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非常渴望这次会面，非

常珍惜这次相见。

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金斯利先生首先代表公司

向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致欢迎词，并向中国的同行朋友介绍了

ARGO-HYTOS 公司发展历史以及捷克工厂情况。还介绍了公司

全球所属分公司的发展情况、技术研发和产品以及未来发展

战略作了介绍。

ARGO-HYTOS 公司是 1947 年创建的一家具有 66 年发展历

史的液压专业生产制造企业，建立初期，主要生产磁性过滤

器。现已发展成为专业从事生产液压过滤器、电磁元件、液

压元件及油污染度检测仪和液压系统产品的跨国科研生产集

团。公司注重创新和研发，帮助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

移动液压领域取得可喜业绩，是优秀的系统供应商，在比例

技术和污染控制在线检测技术研发上，成为自主创新的领导

者。是业内公认的国际知名企业。产品主要应用于行走机械（占

参观瑞士 KVT 公司

从事生产密封堵头制造，至今已生产密封产品超过 24

亿件。公司发明者的金属胀式密封堵塞和宽泛的产品

及其组合，成为了金属胀式密封堵塞全球领域的引领

者。此外，还生产密封安装工具。公司有 135 个员工，

效益以平均每年 30% 的速度增长，预计 2013 年销售收

入可达 1 亿瑞士克朗（相当于 6.6 亿人民币），产品

广泛用在汽车（占 58%）和工业（占 42%）领域。

Robert 先生介绍了公司可生产制造、监测和完整

可靠的质量保障体系，还就液压产品应用的工作原理

和具有的优点举例说明。他介绍了拉胀堵头与球状堵

头在工作原理上的区别、介绍了公司在全球的发展战

略和在技术研发、应用上取得的业绩。KVT 公司非常关

注中国的应用市场，2011 年初，公司在北京设立办事

处后，先后走访了多家中国液压企业，并进行了多场

技术交流和产品培训，为降低制造成本，提供快速便

捷的服务机制，公司准备在中国建立制造工厂。

在 Robert 先生和 Daniel 先生的亲自陪同下，

代表团参观了工厂生产制造、试验检测和立体仓库的

现场。交流十分活跃，产品安全保障是交流中的热点

话题。

协会理事长沙宝森介绍了中国流体动力产业市场

发展情况，他表示：KVT 人认真扎实地将小小的密封

件做成了一个产业来发展，很了不起！希望这些小小

密封件能够在更多的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发挥出其

重要的作用。

交流结束后，考察团向 KVT 公司的热情接待表示

感谢，并赠送了纪念品。全体团员与 KVT 公司 Robert

先生和 Daniel 先生合影留念。

参观德国 ARGO-HYTOS 公司捷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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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的话：赴德考察期间，团员们忘记旅途中的疲劳积极交流，

每完成一次公务后就用心记录下收获的点点滴滴，回国后撰写考察感想。

沙宝森理事长（考察团团长）对团员们认真学习的渴望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亲自修改、审定每篇文章，鼓励团员要畅所欲言、善于总结，写出自

己的体会和感想，这是工作学习的积累。本刊将团员们的考察感想编辑

整理后在本栏目刊出，为本次欧洲考察交流画上圆满句号。

赴欧洲考察团成员表

75%）和固定机械（占 25%）。

公司总部在瑞士，分别在捷克、印度、

德国、中国建立了工厂。

捷克工厂主要生产液压阀和电磁元

件（年生产 100 万件，目前生产产能还

可提高 30% ～ 40%）以及生产试验设备。

有 1200 名员工，销售收入 1.3 亿欧元。

德国工厂主要生产过滤器，有 450

名员工；印度工厂有 50 名员工；美国工

厂主要生产液压集成阀快（10 年前就开

始生产），有 30 名员工；中国工厂正在

扬州筹建；还将在波兰、巴西、俄罗斯

等国家设工厂。金斯利先生充满信心地

告诉大家：这样发展就是名副其实的世

界工厂。

沙宝森理事长介绍了中国流体动力

产业市场情况。他表示：中国的市场需求

很大，尤其是高端液压产品和高端比例电

磁元件方面需求更大，高水平的战略投资

一定会带来很好的效益，希望金斯利先

生给予关注。沙宝森理事长还对公司的

“污染在线检测”技术给予充分肯定，“这

不仅是个产品，而是对整个液压产业的

贡献”。他还说“技术无国境”，先进

的技术应该尽快应用到世界需要的各个

领域，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世界流体

动力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扩大应用领域，

把市场蛋糕做大，共同受益。

沙宝森理事长诚恳邀请金斯利先生

今年 10 月来中国，参加我协会举办的

PTC ASIA 展览会，并在其高新技术展区

进行技术交流，为世界流体动力发展传授

新的技术。在金斯利先生的亲自陪同下，

团员们参观了公司的生产制造、产品试

验、智能物流系统、包装和企业的展示

宣传室。

交流活动结束后，沙理事长向金斯

利先生赠送纪念品。在暂短的交流时间

里，凝聚着友谊、诚恳、信任和依依不舍

之情。金斯利先生亲自送团员们到公司大

门口，为此次交流留下难忘的记忆……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让我

们携手同行，友谊长存！

沙宝森  团长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  副团长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孙  勃  副团长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气动专业分会

张海平  专家委委员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李跃军  副总经理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柯建强  总工程师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叶荣科  副经理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曾桂山  总工程师     北京华德液压集团有限公司液压铸造分公司

马炳才  工程师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王振华  总经理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沈先锋   副总经理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李宏兴  副主任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高敬成  高级工程师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姜  洪   总经理       圣邦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王树声  总经理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袁永祥  总经理       威海博胜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曲世杰  总经理       北京市肇庆方大气动设备公司

吴问晔   经理         北京市肇庆方大气动设备公司

刘国华  理事长       榆次液压协会

张瑞江  秘书长       榆次液压协会

张军庭  总经理       徐州北江天马轴承销售有限公司

韩永进  董事长       徐州科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张  建  副总经理     徐州科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祥  总经理       武汉华液传动制造有限公司

兰年山  副总经理     武汉华液传动制造有限公司

曹  军  总经理       建湖县昌升机械有限公司

丁伟光  董事长       阜新北辰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王亚波  总经理       阜新伟光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王龙大   总经理       大连龙棹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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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亮点

就液压气动密封等流体动力传动

领域而言，本次展会的亮点可归纳为

两高一新，即高集成、高节能、新材

料应用。

★液压气动密封技术的高集成

液气密行业传统的集成技术普遍

被认为是机、电、液一体化技术在液

压气动控制类元件上的集成应用，它

是一种元件集成的概念。而这次展会

展出的液气密高集成技术是一种全新

的集成概念，是机器设备与其本来只

能分离的元部件的集成。这种集成是

将电动机等原动机；压力、流量阀等

液压气动控制类元件；油缸、马达等

执行类元件以及辅助部件如油箱、冷

却器、过滤器等等部件产品直接与机

器设备主体构造在一起的一种高度集

成技术。显而易见，这种技术给我们

带来的是更加的节能，且功率体积比

得以大幅提高。

 

★液压气动密封技术的高节能

当今的世界节能环保至关重要。

液压、液力、气动产品对机械装备的

节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众

多液气密企业都在积极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不断开发节能新产

品。本次展会上液气密节能技术及其

节能产品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液气密节能技术方面展现给观众的

有业内已在应用的负荷传感技术，二

次调节技术，比例控制技术，变频、

伺服电机驱动技术，液压与电子、电

气、机械相结合等的技术，也有近年

来热门的小型化、超智能化、数字化

等技术。在节能产品方面，展出了负

荷传感柱塞泵，负荷传感多路阀，机

电一体化的数字泵、数字阀、数字缸

及人机融合系统等。

                  

★液压气动密封产品新材料的应用

21世纪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是新材料的研制和应用。新材料的研

究，是人类对物质性质认识和应用向

更深层次的进军。在展会上，凡是有

新材料研制和应用的展台，都引起了

参观者极大的兴趣，凡此气氛热烈、

门庭若市。对于液气密行业而言，各

大知名液气密生产企业在本次展会

上，都不遗余力地展示出了本公司在

液气密元件之零部件新材料应用上的

成果，以树立起其在液气密界技术的

领先地位。这同时也映射出了未来液

气密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美国

派克公司展出的用碳纤维材料制造的油

缸的缸筒，据介绍，根据缸径不同其

重量可减为原金属缸筒重量的 1/20 ～

1/5，承受的压力还可提高至原金属缸

筒的 3 倍，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以及人类对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要

求的不断提高，新材料将越来越广泛地

得到应用。

观摩感受

1. 当今世界液压技术的发展已经完

全离不开电子技术的发展，没有电子技

术的液气密元件，在此次展台上非常少

见，而且参观者也不多。这说明液气密

技术的发展必须同步跟进电子电力技术

特别是电磁技术、机电转换技术、传感器、

数字技术、智能及信息技术等的发展。

2. 高集成技术与产品是今后一个

时期液气密行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高集

成技术一是将负荷传感技术，二次调节

技术，比例控制技术，变频、伺服电机

驱动技术，液压与电子、电气、机械等

技术的高度融合；二是功率与体积、重

量比的优化技术将深入贯穿到整个系统

设计之中。

3. 被称为“发明之母”和“产业

粮食”的新材料的应用将引领液气密行

业的发展。今后在液气密产品中无机非

金属材料、有机高分子材料及先进复合

材料将得到广泛且普遍应用。

4. 从我国流体动力产品近年的销

售额及进口额来看，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流体动力产品销售及应用大国。但技术

与规模与此极其不相衬。液气密基础部

件如比例或伺服电磁产品、电子放大器、

传感器和高品质的密封件以及高压高性

能的液气密产品基本依赖进口，极大地

制约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博览会是产业晴雨表

王振华

11t 及 25t 液压机（博士力士乐）

超智能化液压换向阀剖面

（博士力士乐）

变频、伺服电机驱动液压控制系统

（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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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

★电动汽车

本次展会上电动汽车成为一大亮

点，从小型轿车到中型巴士到大型的

城市公交列车都在使用清洁能源——

电能。而且，在德国已经建成了相关

的配套设施，包括停车场上安装的充

电桩。

电动汽车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

工业革命，特别是变频电机的技术革

新，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变频电

机在液压、气动方面的应用是一种必

然的趋势。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就

是一系列电动的控制系统，如何应用

到我们整个液压电气控制中。现在的

工业发展需要的是一种各个学科的融

合。因此，作为工程技术人员要一直

坚持拿来主义理念，要把其他产业高

效能、高质量、低成本的东西直接拿

过来使用，这是一种最简单实效的提

高科技水平、提高产品性价比的方法

与技能。

★ 3D 技术

3D 技术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一种实

用性的产品。从一个技术成型到成熟

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不得不感叹现代

技术的日新月异。

3D技术直接把计算机与加工设备

连接起来，从理论上讲，可以完全实

现计算机设计的任何产品，应该是制

造业革命性的变革。

3D 的技术原理，就是将计算机生

成的三维图形通过一个激光烧结器一

层一层地烧结完成。将计算机的三维

图形，进行切层，每 5μm 或者更小

厚度为一层，将这一层通过光缆输送

到 3D 打印机，打印机的机头是非常

看到新技术  产生新观念

王树声

细微的激光发生器，肉眼看不到，将

这一层图形通过激光照射在相关的介

质上，介质因为有激光照射而被烧结，

与周围没有被烧结的介质产生分离。

这就是所谓的打印，打印完一层后，

机器输送一层介质，覆盖在前面打印

完毕的平面上，以此类推，一层一层

地打印，待打印结束后，将被激光烧

结后介质从整个介质中分离出来，就

是一个你想要的产品。

目前已经研究出可以使用在 3D

打印机上的材料约有 14 种，在此基

础上又可混搭出 107 种。这些材料多

为粉末或者黏稠的液体，从价格上来

看，便宜的几百块一公斤，最贵的一

公斤则要 4万元左右。

目前 3D 打印在汽车制造行业的

应用日益广泛，而建筑、医疗、文化

创意及文物修复等行业也已经开始引

入这一新技术。

3D打印材料固化的方式有加热、

降温、紫外线和激光烧结 4 种，从各

种技术的成本来看，“熔融沉积”是

整体成本最低的，因而普及度也最高。

最常用的熔丝线材主要是 ABS、人造

橡胶、铸蜡和聚酯热塑性塑料等，很

多汽车配件就是用这种技术“打印”

而来。除了“熔融沉积”技术以外，

采用“激光烧结”熔铸技术的 3D 打

印机精度也比较高，很多医学模型以

及制造业的模具就是这样打印出来

的。

可以说 3D 打印技术无所不能，

没有打印不出来的，只有你想象不出

来的。美国已经 3D 打印出可以实弹

射击的手枪，正在研究打印太空飞船

上的宇航员食物。中国已经 3D 打印

出世界领先的钛合金飞机构件。

★电缸技术

电动缸技术应该是本次展会上

最大的亮点，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电

动缸技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与完美，特

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电动缸的

发展。

电动缸是将伺服电机与丝杠一体

化设计的模块化产品，将伺服电机的

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同时将伺

服电机最佳优点精确转速控制、精确

转数控制、精确扭矩控制，转变成精

确速度控制、精确位置控制、精确推

力控制，实现高精度直线运动系列的

全新革命性产品。

电动缸具有结构紧凑、惯量小、

响应快、低噪声和长寿命等特点。伺

服电机与电动缸的传动丝杆直接相连

接，使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直接反馈电

动缸移动活塞的位移量，减少了中间

环节的惯量和间隙，提高了控制性和

控制精度。伺服电机与电动缸整体相

连，安装容易、设定简单、使用方便。

目前电动缸的发展也受到一定

的限制，主要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滚

珠丝杠的价格相当昂贵，所以在价格

竞争优势方面劣于气缸，还有一个劣

势就是推力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

Parker 公司展出的推力为 4000kg 的

电缸，已经改变了这种劣势。

随着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滚珠

丝杠的价格有可能会很快降低，特别

是工程塑料的出现，有可能会代替钢

材，加工工艺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

化，极有可能成本会大幅度下降，届

时电动缸就可以如日中天。

电动缸的技术发展与计算机技

术、PLC 技术、信息技术、检测技术

相结合，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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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展会，明显感觉到气动

产品，特别是轻型气动产品受到的冲

击很大，再过十几年，气动产品，特

别是轻型气动产品会走向何方，将是

一个未知数。

气动产品先天的不足，将不可逆

转地被新兴行业、新兴产品所代替，

这是历史规律！    

★电 -气缸技术

由于电动缸的成本相对较高，

气动技术相对比较成熟，价格也比较

低廉，因此气动技术与电动技术的结

合，也是一种挽救气动技术的方法，

更是为客户提供更高客户价值的一种

手段，因为客户所要的就是一个功能，

作为厂家如何完成这个功能，用何种

手段完成这种功能，不是客户所关心

的，因此，这为气动技术的发展也提

供了一个空间。

气动技术必须与伺服技术相结

合，将伺服技术应用到气动技术方面，

改善气动技术的先天不足，例如，速

度、定位精度、故障多等等。

目前，国外气动领先企业Festo、

诺冠、SMC都已经开始把这种产品与技

术作为抗衡电动缸的一个利器，同时，

把电动缸的一些技术引入到气动技术

领域内，形成了独特的技术集成单元，

进一步的技术是发展微小气泵技术，

将气泵、控制模块、气缸进行集成，

形成独立气动单元，配以完整的总线

布置实现独立控制与总线控制的完美

结合，达到电动缸的功能。

★仿生技术

仿生学，顾名思义，是指模仿生

物建造技术装置的科学。仿生学研究

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并

将这些原理移植于工程技术之中，发

明性能优越的仪器、装置和机器，创

造新技术。

仿生学研究在全球走在前列的就

是 Festo 公司，它将各种最前沿的技

术包括伺服技术、气动技术、图像技

术、检测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等集

成起来，完成了一系列的重大发明与

突破。

展会上 Festo 展示了很多仿生产

品，如著名的象鼻子、海鸟，以及机

器人、仿生蜻蜓、仿生水母。其他公

司也展示了一些。    

★二维码技术

二维码技术在本届展会上应用非

常广泛。在以前各类展会上，这种技

术还没有进行全面应用。进入 2013

年后，这种技术不但在国外得到了全

方位的应用，而且在国内也得到了快

速应用。例如，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

使用二维码。国内工业企业使用的还

是很少，相信两三年之内，国内很快

会普及。

场馆的每一个标准展位上都有一

个二维码，包含着展商的所有信息。

展商也把自己的二维码做成与商标一

样，作为一个信息宣传工具。 

★数字化工厂

数字化工厂是在本届汉诺威工业

展中提出的一个新理念，目前在德国

的大学里已经开始进行实验，在一些

工厂也进行了局部实验，而且有些先

行者已经开始了运营。

所谓数字化工厂就是以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在计

算机虚拟环境中，对整个生产过程

进行仿真、评估和优化，并进一步

扩展到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新型生

产组织方式。

数字化工厂主要解决产品设计和

产品制造之间的“鸿沟”，实现产品

生命周期中的设计、制造、装配、物

流等各个方面的功能，降低设计到生

产制造之间的不确定性，在虚拟环境

下将生产制造过程压缩和提前，并得

以评估与检验，从而缩短产品从设计

到生产的转化时间，并且提高产品的

可靠性与成功概率。

数字化工厂的内涵：数字化工厂

是由数字化模型、方法和工具构成的

综合网络，包含仿真和 3D 虚拟现实

可视化，通过连续的没有中断的数据

管理集成在一起。数字化工厂集成了

产品、过程和工厂模型数据库，通过

先进的可视化、仿真和文档管理，以

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过程所涉及的

质量和动态性能。

更简单形象的描述就是：整个工

厂无人管理，全部是机器人、计算机

控制，从下订单到零部件生产以及到

产品的组装、喷涂、入库、发货等全

过程都由计算机控制。人的作用是建

立各种各样的数学管理模型。

这样的数字工厂在国内已经有一

些，都是以一个个生产线出现的，按

照整个车间的也可能有，但目前还没

有见过。重汽公司桥箱厂有一个生产

转向节的生产线是全数字化生产线。

相信在全球的汽车零部件以及装

配生产线上，这样的数字化车间会有

很多。

★图像传输技术

图像传输技术近年有很大的发

展，一个是图像本身质量的提升，这

个我们都已经有了切身感受，包括手

机成像质量，电视、电影、电脑图像

质量，高清图像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

电动汽车 3D 打印的模型实物 非金属缸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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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再一个就是图像的传输，包

括手机之间、电脑之间、网络传输的

速度与质量都大大提升。现代技术已

经将计算机与图像联系起来，从应用

到航空航天、军事、医疗，现在已经

引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业领

域，特别是引进工业领域后，将给工

业产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非金属缸筒

本次展会上，Parker 公司展示了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非金属缸筒，缸

筒的重量是钢制缸筒的 1/20，其他技

术参数等同于钢材，机械加工性能也

非常好。由于是非金属材料，在材料

成型时，内壁粗糙度可以直接达到要

求，省去了加工时间。

这种材料的出现是一种革命性的

创新，可以用来代替气缸、油缸筒，

而且节能、省时、省力，前景非常乐观。

新观念

★融合的新理念

“融合”也是本次展会的主题，

融合的核心就是将各种技术融合到一

起，形成一种新技术，以满足客户个

性化的需求。现代技术日新月异，飞

速发展，传统产业、传统的单一技术

已经很难再维系发展，或者发展已经

遇到了瓶颈，需要一个新的突破。

因此，要求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

要学会“拿来主义”，把一些其他学

科的新技术拿过来叠加在我们的产品

上。例如，计算机的总线技术、信息

传输技术、检测技术、芯片技术、二

维码技术等等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工

业产品和管理上。

工程技术人员可以不懂这些技术

的细节，只要知道这些技术可以达到

的功能即可，关键是要树立这种观念

与理念，要有这种想法，有很多机械、

液压、气动实现不了的功能，其他技

术却可以轻而易举完成，而且成本非

常低廉。

★气动技术的新发展

气动技术要想发展，必须向电动

缸学习，把电动模块加装在气缸上，

结合电动模块与气缸的优势，形成新

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气动技术的发展也必须走向单元

化、自控化、集成化，把计算机技术、

电动控制技术、遥控技术、信息技术、

气动技术结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技术

的集成，完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液压技术发展的新思路

液压技术前 30 年受到了气动技

术的严重冲击，现在又受到了电动技

术的冲击，相信 10 年后，还会受到

各类技术的冲击。因此，传统的液压

产业必须要意识到产业之外的冲击与

代替。

液压技术要想保持前行，必须结

合其他技术，必须要有革命性的改变，

要敢于否定与革新现在的液压技术。

德国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正

在研究将液压系统的液阻回路变革成

容积回路，每一个油缸都是自治油缸，

顾名思义，就如中央政府与自治政府

一样，油缸自己可以自我控制，同时

又受中央控制。每一个自治油缸通过

总线与中央处理器相连，形成一个闭

环，完成设备的各种动作。

每一个油缸由变频电机、泵、油

箱、油缸组成，省去了各种控制阀，

整个油缸的动作完全通过变频电机与

泵的组合来完成。整个系统省去了大

油箱与各种液压管路以及液压控制

阀，把电的控制优势与液压的动力优

势、计算机的信息传输优势进行完美

的结合。

★迎接新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自于英国的

瓦特，蒸汽机的出现预示着工业革命

的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来自于美国

的福特，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建立形成

了工业产业的大规模发展；第三次工

业革命来自于欧洲的工业中心——德

国，就是工业自动化，形成于 20 世

纪 80 年代，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已

经趋向成熟；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

快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这就是信息工业化的革命。

中国刚刚走入工业化，还没有享

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福利，世

界已经完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

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对于我们这些

工业人来说，是很痛苦、也是非常悲

哀的。我们落后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多的是观念上的；我们落后欧洲发

达国家不是几十年，而是近百年；我

们的明天不是西方的今天，而是西方

的昨天甚至是前天。因此，我们作为

中国的新一代工业人应该感到肩上担

负的重任与道路的艰难。如果今天我

们再不加把劲赶上，留给我们子孙后

代的也许不仅仅是眼泪了。

我们的未来如何走下去？我们

应该把握后发优势，首先改变观念，

特别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者的

观念，一定要把握现代工业革命的主

题，要善于把各种最新的技术引进到

我们的产品中以及产品加工与管理

中，要不断地去了解去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其次，是各级管理

者特别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要创造

一种氛围，创新无止境，融合无界

限，要鼓励支持引进新技术，研发新

产品，开发新工艺；再者，要不断走

出国门，去学习先进的经验与技术，

要真正地应用到自己的产品上，自己

的企业里。

要相信中国的市场很大，国外再

怎么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但任何一

个国外企业都不会不闻不问中国这个

巨大的市场，只要他们进来，我们就

有机会学习到新技术。因此，我们全

体工业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学习、再

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创新，

才能够赶上国外的企业，才能够领先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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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FESTO 工厂参观

FESTO 工厂位于德国斯图加特市，

是全球的气动顶级公司，可以说是现

代气动技术的鼻祖。FESTO 公司 1955

年开始正式生产气动元件，2012 年销

售额为 20 亿欧元，员工 1000 多人，

全球有很多工厂和销售公司，在中国

有两家公司，分别在上海与济南。

FE S T O 现在主要致力于气动元

器件的集成以及电动技术与气动技

术的结合，仿生学是其近几年最成

功的研究。

在气动技术研究方面，其研究已

经是非常深入，其采用三维立体技术

研究的阀内部的气流流向可以说是目

前国际上最高技术水平的典范。

FESTO 利用电动模块与气动技术

的完美集合为全球的气动厂家寻找到

了一个与电动缸抗衡的道路。

FESTO 的仿生技术将给世界带来

一些产业革命。

KVT 瑞士工厂概况

KVT 成立于 1974 年，人员有 135

人，年销售额 1 亿瑞郎（约 6.6 亿人

我们看到的工厂

民币）。产品主要有：压涨式密封堵头、

拉涨式密封堵头、低压型密封堵头；

压涨式限流器、螺纹式限流器；机械

和液压气动紧固工具、液压气动台式

压力机。产品主要应用：汽车发动机

缸体和缸盖；液压泵、阀和集成块。

主要客户：宝马、奔驰、大众；力士

乐、布赫、海德福斯、萨奥 -丹佛斯、

广东科达、宁波和昌。

工厂特点：

热处理外协，其余在厂内进行。

产品特点：

KVT 公司的产品非常有针对性，

主要是针对液压系统中的阀块以及部

分油缸，改变了打钢球的传统做法，

采用的是类似于膨胀螺丝的原理，将

钢球或者圆柱销压紧在一个外套上，

这个外套产生膨胀变形与孔形成一

体，从而起到密封作用，是一种实用

的机械密封装置。其产品的规格从几

个毫米到几十毫米，产品精度非常高，

故障率很低，达到百万级别。

这个产品，可以大幅度提高阀块

的精度，减少漏油，同时，安装效率

极高，不到 1s 就可以完成一个堵头

的安装。

生产特点：

1. 传递单带条形码。

2.清洗烘干线为全封闭自动线，

带抽湿气功能，现场看不到水汽。

3.零件硬度及关键尺寸全部进行

逐个检测：

(1) 根据不同的零件形状制作专

用的气动自动检测线，外形类似于多

工位绗磨机布局；

(2)自动检测装置完成以下功能：

自动完成零件的排序、转向与定位；

对零件的几何尺寸进行数字检测与识

别；自动剔除不合格产品，并按合格

与不合格自动收集检测过的产品；对

检测的零件自动统计； 

(3) 零件自动检测装置由上料定

向机构、图像采集和处理系统、分类

下料机构、控制机构组成上料定向机

构由振动料斗和振动导轨组成，将待

检零件排序，并按检测装置的要求定

向到第 1个工位；

(4) 图像采集和处理系统由带光

学放大镜头的 CCD 相机、图像采集卡

和计算机组成，采集由机械手抓取到

工位上的零件外形和表面图像，计算

机图像处理，完成对待检参数的获取

与显示；

(5) 分类下料机构由机械手和拨

叉组成，把合格和不合格的零件分类

收集，自动完成检测零件的计数；

(6)PLC 控制系统由 PLC、2 个机

械手、步进电机和真空吸盘组成，由

PLC 控制系统完成检测任务。

4. 配合零件采取抽样形式：每

1000 件抽出 10 件进行装配试验，对

零件按配合公差进行每5组进行配选，

将配合间隙最大的 5 组作为一类，配

合间隙最小的作为第二类进行测试，

德国 FESTO 公司外景

部分撰稿人员：王树声，王振华，沈先锋，李跃军，柯建强，叶荣科，曾桂山，马炳才，高敬成，王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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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有两步：压装时进行压力曲线

对比测试；进行模拟实际工况的液压

力破坏测试。根据综合测试结果对该

批产品进行评判是否合格。

5.针对每一个批次的产品都进行

破坏性实验，同时，每一批次产品都

保存有 100 件样品，保存期为 15年。

ARGO-HYTOS 捷克工厂概况

Argo-hytos 成立于 1947 年，人

员有 1200 人，产值 1.3 亿欧元（约

10.5 亿人民币）。产品主要有：过滤

及污染检测装置；标准工业阀；集成

块及动力单元和成套液压系统；电磁

铁；比例控制器。产品主要应用类别：

移动设备 75%；固定设备 25%。产品

主要应用行业：农林机械 25%，建筑

机械 20%，提升机械 15%，其他移动

机械 15%；塑料机械 5%，机床及工具

5%，其他工业机械15%。产品类别特点：

标准产品 40%，用户个性化需求产品

35%，动力单元及系统25%。主要客户：

卡特、利勃海尔、三一、徐工。工厂

特点：总面积 1.3 万 m2，分别进行螺

纹插装阀、6 通径电磁阀、集成块、

动力单元、电磁铁、加工及装配试验。

企业特点：集约化、智能化、自

动化及高效化。

1.多品种小批量加工单元车间设

备布局按工序流程“U”型布置，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零件周转时间。

2.不同的零件和组装单元进行分

区加工和装配，它们之间的衔接通过

自动线进行传递，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产品零件和组装单元传递的自动化、

数字化和柔性化。

3.每台设备都带有冷却液及油汽

处理设备，这保证了工作场所空气的

清新。 

4.每完成一道工序对零件都要进

行去刺和清洗处理，满足要求后再转

到下一工序，从而保证了最终装配的

零件或部件的清洁度。集成块设备专

门去刺工序，由专人进行全面去刺光

饰，精清洗线为全封闭自动线。

5. 为将零件毛刺去除干净，把密

封圈通过部分倒钝等。这些企业都在

零件装配清洗前设置和配备了由专门

的人、专门的作业台和工具，以及详

尽去零件毛刺作业文件的工位。

6. 为防止错漏装，而设计的操作

方便、使用简单便捷的专用盛放零件

的器械，就是“傻瓜”装配也不会出错。

如按装配数量设计制作的方形网络孔

盛具；又如按弹簧外径及长度、钢丝

直径以及装配先后次序，设计的弹簧

塑料托盘等等。

7. 为高效、准确、真实地检测零

件及产品是否满足设计性能以及使用

要求，生产现场都配备了先进的试验

检测仪器。

8.把复杂且难做到但又必须做好

的事情，通过分解细化成每个简单的

环节或步骤，再辅以图文并茂的操作

及检验规则，把它们做到位、做到精、

做到好。

9.面对上千甚至上万余种零件或

产品，为保证物流配送的正确、及时

和高效性，物流环节引入了全程自动

化条码和智能芯片管理技术。

10. 高噪声区都进行了降噪声处

理。车间内凡噪声超过标准的地方都

实施了降噪达标措施，使车间内总体

噪声不会超过 60db。

11. 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和改善职

工劳动条件，厂房基本都是恒温且节

能型的。

12. 管理严谨，做事认真。

★公司组织构架严密，人员岗位

职责明确，分工清晰。工作程序严紧

有序，员工工作充满激情。

★公司员工做任何事情责任意

识、质量意识非常强。看到他们做事

的认真程度，使你不会对从他们手中

生产出来的产品有不放心的感觉。

★公司做事计划性强、重视过程、

重视细节、执行力高。

参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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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 New Product & New Technology

2013 年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企业抓住机械工业增速趋缓、稳中求进的理性回归发展

机遇，加快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步伐，新技术工程化、新产品产业化成果显著。本年度行业技术

进步奖申报评审工作自 2 月启动至 9 月获奖项目揭晓，经过项目预审、专业评审组初评、评审委

员会综评、网上公示、管理委员会审批、终审发布等阶段，共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34 项，其中：

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3 项，三等奖 18 项；获奖比例为 55%，获奖科技工作者 220 人次，另有 13

项申报项目因经济效益、实际应用等资料待补充列为缓评。按行业统计，液压行业获奖 17 项，

液力行业获奖 5 项，气动行业获奖 3 项，密封行业获奖 9 项。按奖励类别统计，技术发明成果获

奖项目 7项，其中：二等奖 3项，三等奖 4项；技术进步成果获奖项目 25项，其中：一等奖 2项，

二等奖10项，三等奖13项；工程化、产业化和新技术推广成果获奖项目2项，其中：一等奖1项，

三等奖 1项。

2013 年行业进步奖的突出特点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正在成为引领行业技术研发的主流趋

势，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效应凸显，在自主创新、替代进口、产品升级换代、形成规模经济等方面

独树一帜，具有很好的市场推广价值及广阔的应用前景。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一等奖

3项

2013 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

行业技术进步奖综述

二等奖

13项

三等奖

18项

液压 :2 项

密封 :1 项 液压 :7 项

液力 :3 项

密封 :3 项

液压 :8 项

液力 :2 项

气动 :3 项

密封 :5 项



87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3 年 PTC 增刊

高端液压件研发满足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迫切需要

近几年，高端产品的研发受到业

内及主机市场高度关注，高端产品不

断涌现并逐步向核心技术领域突破，

今年的获奖项目中，中川液压等企业

高端产品获奖项目的研发就极具代表

性。据了解，我国液压件市场约占世

界市场的 25％，需求巨大，其中 70%

的高端液压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已经

严重影响到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

新和液压行业的发展，解决高端液压

件长期依赖进口问题成为“十二五”

期间的重要任务之一。

荣获“技术进步一等奖”的“22

吨液压挖掘机正流量液压系统”项目

是由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山东常

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为工

程机械配套的重点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发展规划。该项目拥有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挖掘机正流量液压系统是由

AP4VO112TE电控泵、MA170W回转马达、

VM28PF 正流量阀为液压主件组成的液

压系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节能达

到 10%以上，且已形成研发试验体系，

正在向数字化液压节能 30% 的方向迈

进。项目研发针对挖掘机对高端液压

产品的配套要求，采用先进信息技术

和制造技术，具有 8 项显著特点：①

采用先进的功率 - 压力 - 流量控制，

使反馈更灵敏，操作更舒适；②采用

功率极限载荷控制，可实现流量与功

率的灵活控制；③采用防吸空补油阀

结构，提高了产品可靠性；④使用部

分再生和合流功能，降低能耗，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⑤采用国际最先进的低温渗陶技术，

显著提高耐磨性和抗腐蚀；⑥缸体表

面采用软氮化＋硫化处理，在关键摩

擦副耐磨性设计及可靠性技术方面取

得实质成果；⑦采用发明专利铜材进

行铜烧结，大大降低了成本；⑧采用

新型珩磨技术。

2012 年 8 月 6日，受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委托，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组织工程院院士

等有关专家，完成了“22 吨液压挖掘

机正流量液压系统”的产品鉴定工作。

专家对项目予以高度评价：该项目在

液压件国产化关键技术应用方面取得

突破，提高了高端装备制造业主机配

套的国产化率，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已逐步

掌握其核心技术，已具有自主创新能

力并具备产业化条件。

为打破高端液压件的国外垄断，

常林集团依托高精度铸造等基础产业

优势，通过自身科技研发，实施了中

川液压年产 60 万套高端液压件产业

化项目。中川液压已生产正流量液压

系统共 70 余台（套），第一批 50 台

（套）的正流量系统已供货，自 2011

年 10月份投入调试，应用情况良好。

预计到 2013 年下半年，山东中川液

压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正流量系统会

面向市场推广，实现预期的目标。

常林集团中川液压在高端液压

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进程中率先开拓，

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推动了液压行

业为工程机械配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高端化液压产品的不断涌现，符合国

家及机械工业“主机与配套同步发

展”的科学发展战略，将有利于改变

目前完全依赖进口和被外资垄断的被

动局面。

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引领行业

科技创新之魂

2013 年共评选出 7项技术发明成

果奖，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呈明显上升

趋势。综观今年项目申报总体情况，

申报项目所拥有的专利总数达到 190

项，居历年之首，拥有专利的项目占

申报项目总数的比例达到 97%，其中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专利所占专利

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7%、79%、4%。自

主创新智慧的积累与沉淀，创新人才

的培养与涌现，为全行业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带来新的战略发展机遇。

获技术发明二等奖的“低功耗

节能隔爆电磁阀”项目，是由宁波华

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光机电

一体化”科学技术领域的项目。项目

拥有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是公司依托自有知识产权“一种

低功耗耐高压比例电磁铁”、“耐高

压永磁极化式双向比例电磁铁”、“低

功耗耐高压双向线性力马达”、“隔

爆型液压阀用湿式电磁铁”等核心技

术，通过集成创新取得的成果。产品

可在爆炸性气体环境下（如煤炭、石

油、化工等）工作，并在满足高压大

流量工况的前提下，实现了自身能耗

的降低，低功耗节能隔爆阀与同类产

品相比，功耗降幅最大可达 53%，与

进口产品相比，成本降幅可达 40% ～

50%。

低功耗节能隔爆电磁阀提出一

种全新的技术创新方案，主要特点表

现在：①采用优化设计的狭长型圆柱

线圈及配套圆柱形外壳；②优化设计

的电磁铁盆形极靴；③隔爆电磁铁参

数匹配，保持输出推力不变的情况下

有效降低电磁铁热功耗；④阀体采用

逐层切削及特殊的研磨工艺，可提高

孔的几何形状精度。项目开发对国内

电磁铁核心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打破了国外垄断核心电磁驱动技

术的现状，改变了国外隔爆产品在中

国的垄断局面，加快了隔爆类产品的

国产化进程。对创造民族品牌、提升

民族品牌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对其

他电磁类控制器件的节能优化具有很

好的借鉴意义。

近几年，公司凭借自身的专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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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产品优势、诚信经营、优质服务，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客户群，隔爆阀的

销售量日益增长，已形成批量生产，

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截止 2012

年末，实现销售收入 3782 万元，实

现利税 1073 万元 , 用户可节约采购

成本 1513 万元。目前，低功耗隔爆

电磁阀正在进行欧盟ATEX防爆认证，

争取 2014 年出口欧洲等国家。

荣获“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兆

瓦级风电润滑系统”是大连华锐重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液压装备厂在消化

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研发制

造。系统主要应用于风力发电系统，

为齿轮箱主轴承及齿轮等发热点进行

润滑、冷却，并对系统介质进行过滤，

保证齿轮箱正常工作。1.5MW 等规格

的兆瓦级风电润滑系统具有冷却能力

强、可靠性高、环保、安全、便于维

护使用方便的优点，其中，自主开发

改造的 1582 和 1589 两种机型结构及

受力更为合理，进一步提高了系统的

可靠性。

兆瓦级风电润滑系统拥有“过滤

器压差发讯器”和“风力发电机组齿

轮箱润滑系统”发明专利 2 项。产品

主要技术创新特点：① 1.5MW 产品散

热能力高于进口同类产品约 10%，可

保证系统在满负荷状态下，油温降低

约 2℃～ 3℃，改善了齿轮工作条件

及延长使用寿命；② 1582 和 1589 两

种机型润滑系统装置结构解决了机构

内部超静定问题，改善了零部件的受

力，提高了系统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

性；③改进油泵电动机的性能参数，

提高了电动机工作的可靠性，大大地

降低了电动机的故障率；④满足各类

风场使用要求。1.5MW 风电润滑系统

将风冷机散热能力提高 10%，3MW 风

电润滑系统提高 6%。

实现兆瓦级风电润滑产品系列

化，1.5M W、1.65M W、2M W、3M W、

5MW、6MW 机型相继研制成功并逐步应

用。截止2012年末，上机运行的1.5MW

风电润滑系统近 1000 套 ,1.65MW 风

电润滑系统销售 80 台，2MW 风电润滑

系统销售 100 台，共实现产值近 3000

万元，新增利税 400 余万元。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的“超

起液压缸防旋转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荣获“技术发明二等奖”，是符合国

家和省高新技术重点范围、技术领

域的全新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

量、良好的经济效益（利税率应高于

20%）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全地面

起重机配套的千吨级四缸同步联动锁

止伸缩液压缸于 2012 年 10 月被认

定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目前，国内大吨位全地面起重

机油缸开发和研制还处于刚刚起步

阶段，通过对防旋转超起液压缸关

键技术研究，徐工液压在起重机液

压缸产品的研发、制造、质量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提升了起重

机液压缸关键产品性能的可靠性并

实现了起重机液压缸产业化，产品

研发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性能、

高可靠性、长寿命液压气动控制元

件”高新技术领域及产业发展政策，

有力地支撑了公司在起重机液压缸

市场的开拓。徐工液压可以配套的

大吨位起重机产品现已形成 QK90K、

QK110K、QAY160- Q A Y1600 等 15 个

产品系列，不仅满足了徐工重型机

械有限公司研发大吨位全地面起重

机发展的需要，也为下一步开发更

大吨位全地面起重机配套油缸及拓

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超起液压缸防旋转关键技术研究

已取得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发表论文 4 篇。防旋转超起液

压缸采用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①

周向定位技术，避免油缸的活塞杆相

对于其缸筒转动，此项技术填补国内

空白；②滑道限位技术，实现滑杆定

位准确；③行程检测技术，提高可靠

性与安全性；④导向套单独导向技术，

减轻压盖所受摩擦力，具有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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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效，提高可靠性；⑤采用固定

轴结构、带焊接应力释放槽的新型

缸底组件结构、具有强力防水功能

的密封机构、一种双顶丝径向定位

的活塞防松结构、带密封背压释放

与排气功能的导向套及起重机油缸

缸筒及其加工工艺等多种新型产品

结构和先进工艺。

该产品已成功配套徐工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的 100 ～ 1600 吨全地面起

重机，经过主机试验，完全满足主机

的使用性能。截止 2013 年 5 月，累

计销售 970 台（套），新增销售收入

8293.5万元，新增利润1409.89万元。

借助于 2013 年行业进步奖项目

评审工作平台，我们强烈地感到，近

年来，行业内企业不断加快科技创新

体系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得到体现，自有知

识产权项目数量及质量进一步提升。

众多企业自主创新获奖成果的取得代

表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

在全行业所营造的自主创新的大环境

下，推动了一大批传统企业进入转型

升级关键时期和新兴创新型企业进入

成长发展时期，科技创新的后发优势

使其发展与壮大更为迅速，为走“科

技兴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重点产业化产品赢得国际国

内市场认可

“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项目

荣获“行业工程化产业化和新技术推

广一等奖”。项目研制完成单位江苏

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系省级高

新技术企业，多年来致力于油缸技术

的开发推广和众多相关领域的知识储

备，在长期的产品研发及生产实践中，

形成了深厚的技术积累。

本项目开发基于公司“年产 20

万只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技术改造项

目”而立项，为改善高压油缸长期依

赖进口的局面，项目的立项与自主研

发与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的发展同步进

行。项目已获得10项专利授权，其中：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

在以下技术创新领域取得突破：①采

用浮动式缓冲技术，有效防止油缸活

塞缩回到缸底时产生的撞击现象 , 油

缸的启动性好,本发明专利结构简单,

实用性强；②采用活塞端螺母锁紧结

构设计；③油缸前后腔采用缓冲防冲

击结构设计，保证油缸的使用寿命和

大型挖掘机的工作性能和效率；④将

恒节流型缓冲结构应用于油缸的结构

设计中，在高速运行下平稳无撞击。

产品性能达到并优于国外同类

产品水平，在技术推广应用过程中，

得到主机企业的充分肯定，已成为国

际工程机械巨头卡特公司等企业的指

定供应商。国外产品工作压力最大为

32.4MPa，恒立挖掘机油缸工作压力

可达到 34.3MPa；国外产品活塞杆表

面一般只镀单层硬铬，防腐性能差，

恒立挖掘机油缸活塞杆表面采用镀镍

+ 镀硬铬的电镀工艺，大大提高活塞

杆的防腐性能；国外产品活塞杆一般

只做调质处理，抗疲劳性差，恒立挖

掘机油缸活塞杆除了保证强度外，还

对活塞杆抽动部位做高频淬火处理，

以提高活塞杆的抗疲劳性；国内外产

品活塞杆与杆头的连接大部分采用电

弧焊接，恒立挖掘机油缸采用摩擦焊

接，大大提高了活塞杆焊接部位的

强度。成功研制并批量生产的拥有

自主品牌的“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

重大科技成果，成功打破了国外品

牌对挖掘机专用油缸的技术垄断和

市场垄断。

2012 年该项目产量 13 万台，

新增销售额 72 817 万元，新增利润

19 441 万元，新增税收 7424 万元，

创收外汇1991万美元，经济效益显著。

产品具有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能够

进一步促进基础制造装备和高档零部

件的产业发展，在全国乃至国外具有

较高的市场推广前景。

近年来，行业内越来越多的企

业坚持自主创新与推动科技成果工程

化、产业化和新技术推广工作相结合，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价值成效显现，逐

步得到主机市场的认可。

密封产品突围，“中国创造”

打破国外垄断

近两年，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项

目数量增幅较快，各企业积极与各科

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依托国

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打造创新

实体，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快

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

科技领军人物。本年度密封行业获奖

项目成果突出，密封专业共有 9 个项

目获奖，占申报项目总数的69%，其中：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5

项。密封行业自主创新智慧的积累与

沉淀，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涌现，使企

业科技研发工作的开展卓有成效。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用 C

形密封环” 荣获“技术进步一等奖”，

由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联合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一重集团公

司历经 7 年的时间研制成功。该产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已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专家鉴定认

为：项目开发先后攻克了弹簧绕制、

焊接、热处理、成形等关键技术，填

补了国内空白，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可在反应堆压力容器上

使用。          

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环是

核电站主回路冷却剂压力边界屏障中

的一个重要设备，主要应用在核电站

核反应堆 RPV 顶盖法兰与容器法兰之

间，保证两法兰之间在核反应堆运行

期间，使系统运行可靠，无泄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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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国所用 C 形环全部采用进口

件，该环一直由美国公司独家垄断供

应，且国外仅有极少数几家公司生产，

严重制约着我国核电装备自主化的进

程。宁波天生密封立足开发研究和自

主创新核电站核级密封产品，是顺应

国内核电工业快速增长、提高核电设

备自主化能力和满足国产化水平的迫

切需要，C形密封环产品的成功研发，

打破了国外公司在我国核电站关键零

部位件上的独家垄断局面，有力保障

了核电装备自动化的进程。 

C 形密封环的研制成功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目

前，产品已成功应用于中国一重制造

的阳江、福清、方家山核电站反应堆

压力容器中。2011 ～ 2012 年，本产

品新增销售收入 1470 万元，新增利

税 655 万元。另外，该产品国内供应

价格仅为国外采购价的 40% ～ 50%，

据了解，2009 ～ 2025 年新增 70 个反

应堆，可节约外汇约 1.4 亿人民币，

极大地减少了核电建设成本。

“新型耐高温发动机气缸盖罩

密封垫”项目是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

有限公司研制的一种新型耐高温发动

机气缸盖罩密封垫产品，荣获“技术

进步二等奖”。项目已申请发明专利

1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并于

2011 年 12 月被认定为安徽省高新技

术产品。

产品用于汽车发动机气门室罩

盖与发动机缸体连接处，是保证发

动机内部润滑油不泄漏的关键部件

之一，由于其性能要求很高，国内

此类产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进口件

价格昂贵。为此，中鼎股份从研究

开发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方

面入手，产品技术创新特点显著：

①采用聚丙烯酸酯橡胶（ACM）为主

体材料，通过优化配方，使产品的

材料长期工作温度达到 175℃，短期

温度达到 190℃，耐高温性能优良；

②采用有限元分析技术优化了产品

结构设计，产品横截面形状设计呈

“U”形，并增设了线接触密封筋和

不对称密封唇口，密封效果好。产

品经国家橡胶密封件制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检测，各项性能指标完全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产品研制成功打破了发达国家对

我国中、高档汽车橡胶零部件行业该

类产品的垄断，得到了广汽、奇瑞、

长城、华菱重卡、上海柴油机等主机

厂的认可，实现了国产化配套。截至

2012年末，新增销售收入5361万元，

新增利税1946万元。从目前的趋势看，

后续市场开发前景更加广阔。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开

发的“免底涂高性能汽车挡风玻璃密

封胶的研制”项目荣获“技术进步二

等奖”。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身挡风玻

璃的密封与粘连，剪切强度较高，弹

性和密封性突出，能将玻璃和车身紧

密结合为一个整体，在汽车向轻量化、

高速节能、延长寿命和高性能发展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项目通过一种新型的硅烷改性聚

氨酯预聚体添加合适的助剂，选用合

理的工艺路线，制得应用于汽车工业

领域的硅烷改性聚氨酯密封胶粘剂产

品。已申请发明专利 1 项，发表科技

论文 2 篇。产品具有力学强度大、耐

候性好、免底涂施胶、表干时间短、

体系环保等优点，产品水平国内领先，

并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通过使用

该产品能够减低车身自重、降低油耗，

提高车体的抗冲击性。可完全满足汽

车生产的性能、质量、工艺和环保的

要求。截止至 2012 年末，已累计新

增销售收入 855 万元，新增利税 333

万元。随着汽车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

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项目的开发与

推广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荣获“技术进步二等奖”的“高

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密封件关键技术

及应用”项目由上海金由氟材料有限

公司研制。该产品结合目前已掌握的

双向拉伸膜及 100% 纯 PTFE 薄膜工

艺，开发了国内首创的层压聚四氟乙

烯板材的工艺。通过对生产过程中压

力、热处理温度及层压添加剂的控制

和选择，制造出高性能的高弹性聚四

氟乙烯密封材料。目前已取得了实用

新型专利 3 项，并有 3 项发明专利已

受理。

本产品研制成功并已批量生产，

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氟塑料技术创新

方面是一项重大突破。高弹性聚四氟

乙烯密封材料具有优异的高回弹性、

耐腐蚀性、耐高低温性、热稳定性、

良好的绝缘性和不粘结构。无论是技

术特点、特性与应用、研制工艺均在

国内国际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特

别是压缩率、回弹率、泄漏率、抗拉

强度、耐酸碱性、工作温度等指标均

在其他企业之上。

市 场 前 景 应 用 广 泛，2010 ～

2012 年新增销售收入 6474 万元，新

增利税 2284 万元，预计到 2015 年，

年产量可达到 25 000 平方米，实现年

产值 5000 万元，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以上。

结束语

2013 年行业进步奖成果蕴含了

行业内企业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精

华，体现了全行业科技工作者为实现

流体传动产业由“中国制造”迈向“中

国创造”的伟大梦想而努力奋斗所付

出的心血。

展望行业未来，让我们继续砥

砺奋进、铿锵前行，共同承担行业发

展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用科技创新

的智慧和力量，开启液气密领域产业

强国梦新的伟大征程，科技发展决定

行业的未来，科技进步必将造福于全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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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技术进步奖获奖名单

1

2

3

22T 挖掘机正流量液压系统

挖掘机专用高压油缸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用 C形

密封环

英霄 郇庆祥 王敬华 袁青照 刘军 张仕刚 仓怀国 

李合永 郭立金 巩秀江 刘洪波 刘象宝 张建伟

汪立平 邱永宁 袁飞

励行根 罗英 宋炜 刘恩清 励洁 杭建伟 马姝丽 

王舜基 贾晓红 蔡仁良 周喜彬 周高斌 励勇 杨敏 

王小彬

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中国一重集团公司

 序号            项目           获奖类别                  完成人                         完成单位

一等奖

二等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负荷传感与缓冲技术研究及应

用

水 -乙二醇介质通轴式轴向柱

塞变量泵

低功耗节能隔爆电磁阀

SBDL 系列电液比例控制负载传

感液压多路阀

兆瓦级风力润滑系统

超起液压缸防旋转关键技术研

究

YZQ 系列高致密度耐高压球墨

液压铸铁件

液力变矩器产品系列化设计与

制造新技术

节能型液力变矩器的应用与推

广

YOTFC 型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免底涂高性能汽车挡风玻璃密

封胶的研制

高弹性膨体聚四氟乙烯密封件

关键技术及应

新型耐高温发动机气缸盖罩密

封垫

阳云 王德华 戴元龙 吕林其 郝仕平 田虹 钟春健 

许明恒 肖俊 王夏金

魏晓光 曹新凤 李跃军 焦玲 安建刚 隋志平 侯健 

张寅州 费雷 王晨 江浩 王志红

翁振涛 张策 翁之旦 陈飞飞 丁凡

姜洪 王震山 陈有德

贾祎晶 刘林 宋玉涛  陈尊 史显忠 王艳超  薛冰 

付俊玲 卢崑 杨京兰 董连俊 侯广库 

生敏 刘庆教 刘帮才 刘朋 范华志 张虹源 张青山 

高红浩  魏春燕 曹颖

董元景 李素俊 于滨礼 梁德金 王军 韩永杰 赵宝

峰 安宝祥 袁鼎水 陈炳友 宋金龙 张继波

吴光强 陈祥 王欢 王立军 黄建勋 邹玉国 周含露 

陈凯 金书彝

雷福斗 李国强 赵如愿 康玉宾 刘亚南 贾俊礼

朱翠雪

郭世宝 王艳丽 于晖 董芳 宋春涛 张文晶 任冰璇 

孙永祯  何志刚

钟汉荣 薛纪东 李吉明 刘海涛 王刚

黄斌香 黄磊 顾榴俊 孙玲玲 顾根林 周强 陈璀君

王征军 朱宝宁 毛学斌 储小安 刘春燕 荣修亮

汪鹏程 丁伯中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邦立重机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液压装备厂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

上海萨克斯动力总成部件系统

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传

动分公司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金由氟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进步

技术推广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发明

技术进步

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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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获奖类别                  完成人                         完成单位

三等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高频响复合控制装置（SL-JF）

GP45H4-AIW 伺服高频响比例电

磁铁

高端大排量斜轴式轴向柱塞变

量马达的系列化研制

负荷传感集成阀型全液压转向

器的开发与产业化

DL**-*20 系列电液、手控多路

阀

IYJ2.53 型液压绞车 (抛落艇

用内藏式紧凑型 )

超大吨位塔臂防后倾液压缸技

术研究

组合配重液压缸

YOTchj750 液力调速传动装置

YOTcs750B 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EX09301 防爆电磁线圈

司机制动阀

JJQG 夹具气缸

无石棉长网抄取板

B型旋转接头

新型蜂窝密封

无泄漏耐磨损泵用新型机械密

封（P-LMS）的研发与应用  

中低水头水轮机用剖分受油器

陆跃德 沈振嗣 顾立峰 苏欢欢 冯侃 费玮杰

李泰林 赵海涛 卢海锋 慕小利 郝艳军 

周宇 段继刚 焦玲 任春芳 薛红娟

焦文瑞 秦志文 张强华 沈启志

贾世潮 周洪涛 曹少勇 管燕梅

孙影 严建新 胡亚斌 戚补强 高红 

生敏 刘庆教 刘帮才 范华志 刘朋 

生敏 刘庆教 刘帮才 刘朋 范华志 

黄金火 吴德燊 黎尚烽 颜醒林 谢卓桓 

刘建强 叶结芳 陈荣灿 黄世昌 谢福志 彭家雄

章苗英 曹建波 唐科威

张志清 戚晓霞 王兆荣 曲德川 王丽珍 王莉莉

单军波 单谟君 陈海斌 严瑞康 张高挺

杨波 徐晓阳 李鹏 周圣锋 乔星耀 姜守松

李继锁 张养勋 严志 徐回 卢海旭 

崔正军 王孝文 苏循德 那艳明 孙可有 王金华  

    

彭旭东 白少先 缪德俊 黄权楼 

张君凯 周昌奎 李志山 易亮 易贞建

湖州生力液压有限公司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

奉化市星宇电子有限公司

威海博胜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威海职业学院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烟台石川密封垫板有限公司

江苏腾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北碳密封有限公司

温州天固密封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

四川日机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发明

技术进步

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推广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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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1   卷首语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P 02   液压行业首批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

      工业优质品牌”企业

P 04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产品

      

P 06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产品

P 08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泵 /马达

P 10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泵 /马达

目    录

P 12   宁波广天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泵 /马达

P 14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泵 /马达

P 16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阀

P 18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缸

P 20   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类别：液压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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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中国液压行业 9 家企业的 9 个知名品牌 4 大类产品荣获首批“2012 年度中国机械

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成为行业的骄傲。

为扩大在国家工信部开展的 2012 年“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年”活动中获表彰品牌

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已将液压行业“中国机械工业优

质品牌”的宣传推广工作列为2013年工作重点之一。品牌是联接企业和市场的纽带，

协会将充分利用 PTC ASIA 展会、协会会刊等行业有效资源和传播载体，精心策划，

为行业品牌搭建宣传推广平台，旨在充分发挥品牌的巨大效益。

行业旗舰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曾在“PTC ASIA 2012 增刊”中设立了

“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的骄傲”刊中刊，向社会各界重点推介了一批取得突出

成绩的代表性企业和取得技术进步产品的品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本

期增刊仍继续组织编撰“行业的骄傲”刊中刊，主题为“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简要介绍荣获“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的 9家企业的知名品牌，内容包括品牌培育、

品牌创新、品牌经营、品牌文化等。

在 PTC ASIA 2013 展会期间，组织荣获“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的 9 家企

业集体亮相，借助PTC ASIA国际知名品牌例展的影响力，为优质品牌推广搭建平台，

并在高新技术成果展区（E1-A1、A2）展示“品牌、使命、传承、辉煌”为主题的品

牌宣传，对获表彰品牌进行重点推广，为提供品牌获奖企业展位导航。

品牌推广的过程既是企业无形资产提升的过程，也是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实施工

业质量品牌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号召全行业，

要继续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高品牌战略意识，集中力量解决一批关键性质量问题，

提升产品质量安全和信誉形象，培育更多“中国创造”的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知

名品牌，制造更多的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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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德液压将不断弘扬精益求精的品牌文化，持续增强品牌培育能力，

创造品牌溢价，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使华德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服务全球

客户 ,实现华德液压“铸世界品质，创国际品牌”的品牌战略目标。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把世界技术引进中国，让中国技术引领世界，圣邦“SUNBUN”牌液压

产品以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发展，以品质保证赢得客户青睐。打造中国工程

机械核心零部件优质企业，打破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依靠外国进口的局面。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行星牌全液压转向器，像明星一样为客户持续争光添彩，创造效益。

夜空中的行星，明亮、稳健、坚实地迈步前行。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现有国内型号、规格最为齐全的液压产品，广泛与国内外工程机械、

矿山机械、冶金机械、煤炭机械、船舶机械等领域配套。产品已远销美洲、

欧洲、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外贸出口已成为本公司的支柱产业。

品牌：华德

品牌：SUNBUN

品牌：行星

品牌：力阳

（排名不分先后）

液压行业首批荣获

“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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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

蕴“泉源上奋，水涌若轮”之韵味，涵“品质上乘，动力十足”之意

境。“泉城”牌液压齿轮泵，军工产品，技术领先，品质卓越，是国内各

大主机首选配套产品。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公司以“追求卓越标准 铸就国际品质”为企业愿景，塑造“可靠、可信、

可亲”的液压技术应用专家形象，弘扬“诚信、协同、竞争、共赢”的企

业文化，坚持“为您刻意立新”的理念，竭诚为国内外顾客提供优质产品

和满意服务。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秉承担大任、行大道、成大器的核心

价值观，以“国内一流，国际有名”为企业愿景，致力于优秀的品质和诚

挚的服务，创造性地解决客户面临的技术、商务难题，以“诚信、共赢”

的经营理念，与客户共同发展。

★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国内从事液压缸生产的骨干企业，国家液压缸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

位之一。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4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中国液压缸生产企业中的中国驰名商标品牌。

★宁波广天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

全面贯彻“品质成就品牌，特色创造市场”、“高品质、多品种、快

速服务”和“有可靠才能承载重托！”的品牌理念，做精品液压元件，为

主机厂商服务，立志为中国的工程机械配置“中国芯”！

品牌：立液

品牌：徐工

品牌：长宇

品牌：SKS

品牌：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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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中华品质  创国际品牌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国家工信部开展“质量品牌建设年”活动，

2012 年 3 月包括华德液压在内的 141 家企业成功入

围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试点企业”。2012 年 11 月

由工信部科技司主办的工业企业品牌培育试点工作专

家评审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华德液压最终成为全国 36

家“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之一。

2012 年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开展

“机械工业品牌培育及表彰”活动，“华德”品牌液

压产品荣获“2012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

这些都是行业品牌战略实施的成效。

实施 PDCA 闭环管理

华德液压开展品牌培育工作的主要工作思路是：

系统搭建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充分贯彻实施并持续改

进，满足顾客、供方、员工、股东、社会等相关方的

需求和期望，持续增强品牌培育能力，提升品牌价值，

实现企业持续成功。

华德液压贯彻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主要工作

包括：成立了集团品牌培育机构，组织编写了《品牌

培育管理手册》、《品牌培育控制程序文件》、《品

牌培育记录》等文件，组织开展了品牌培育内审和自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华德”牌液压产品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华德”品牌主导产品为液压阀、液压泵 / 马达、液压成套设备、液压铸件，并辅

以密封件等产品。产品主要特点：高效、可靠、节能、环保、模块化、集成化、小型化、

个性化、智能化、高响应。华德产品现拥有100多个品种1600多个规格，广泛用于冶金、

机床、军工、船舶、化工、航天、工程机械、建筑机械等领域。高科技、高精度、高效

能的工艺装备和检测手段以及独立自主的产品研发能力，确保集团每年都有数十种新产

品问世，多项产品获得国家专利，多种新产品获国家技术进步奖。

我评价，撰写《企业品牌培育能力自评报告》，关注

品牌培育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华德液压创造性地建立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过

程系统图”，并以此为核心，贯彻实施 PDCA 持续改

进闭环管理思想。

在 P 策划阶段，首先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分析

品牌培育组织环境和相关方需求和期望，进行战略和

方针的制定，按照对品牌培育过程进行策划和控制对

品牌培育过程的职责和授权进行规定。

在 D 实施阶段，配置品牌培育资源，对品牌培育

资源（包括财务资源、人力资源、供方和伙伴、自然

资源、知识、信息和技术）进行管理与配置，对 8 个

品牌培育关键过程（品牌定位、品牌设计、技术创新

产品开发、品牌传播、品牌更新和延伸、信誉和风险

管理、品牌保护）进行管控。

在 C 监视和测量阶段，对品牌培育关键绩效指标

进行监视和测量，进行标杆对比，定期开展内部审核、

自我评价和管理评审。

在 A 持续改进阶段，针对在监视和测量阶段发现

的问题和不足，对策划阶段和实施阶段所涉及的策划

及实施的活动进行持续改进，形成一个闭环管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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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系统，也同时体现卓越绩效管理体系中倡导的

“方法、展开、学习、整合”的思想，不断改进，持

续提升品牌培育业绩，夯实品牌培育工作基础。并通

过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富有华德特色的品牌文化。

 

品牌的基础是科技

华德液压积极搭建企业自主创新平台，创建了液

压技术中心，在大力开展自主研发的同时，与浙江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进

行广泛的合作，形成多层次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技术引进和十几年的自主拓展研发，华德液

压目前已发展成为以液压阀、液压泵 / 马达产品为核

心，并具有一定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液压元件生产

基地。华德液压生产的“华德牌液压产品”包括液压

阀、液压泵 / 马达、液压成套设备等产品。华德液压

阀包括方向阀、压力阀、流量阀、插装阀、比例阀等

产品；华德液压泵 /马达包括 HD-A2F 定量泵 /马达、

HD-A6V 变量马达、HD-A7V 变量泵、HD-A8V 变量双泵

等产品。

华德液压产品目前拥有国内一流的产品研发能

力，已经形成了华德独有的核心技术。产品技术水平

与国际同步，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现已获得斜轴式

轴向柱塞变量马达、新型电磁球阀、斜轴式轴向柱塞

恒压变量泵、两级电液先导溢流阀、带辅助泵的斜轴

式轴向柱塞变量泵、溢流阀、双排缸孔缸体的轴向柱

塞泵、对称式静压支撑摆盘柱塞泵、限位弧形滑轨摆

盘直轴柱塞泵、具有预降 / 升压油路的直轴柱塞泵、

压力继电器、新型直动式顺序阀、直推式电磁球阀

13 种产品的专利证书。其中，斜轴式柱塞变量马达

A6VG 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其产品性能比引进

产品大幅提高，结构优化，轴向尺寸减少 17%，总体

重量下降 9%，同等压力下的扭矩增加 17%，转速提高

15%，噪声下降 5%，排量增大 17%，功率重量比提高

30%, 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水平，国内行业领先水平。

华德著名的“包子理论”

纵观华德液压品牌培育，企业无论是领导还是员

工都能从自身做起，共同形成了促进企业发展的品

牌文化氛围，突出体现在人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

对待生产经营工作的态度、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以及

价值取向等方面，华德品牌文化不仅根植于每名员

工的头脑中，也能从员工的工作和精神状态中体现

出来。

华德著名的“包子理论”，是贯彻华德品牌文化

思想的经典写照，华德总经理陪同参观人员来到生产

作业现场，俯下身来，用手擦拭地面，示意给大家看，

“包子掉在地上，捡起来可以吃”。对于产品清洁度

也有着极高的要求，“去刺去刺再去刺，清洗清洗再

清洗”，以这样耳熟能详、简单生动的话语激励华德

员工永无止境地追求卓越。在品牌培育的过程管理中，

坚持“下道序就是上道序的用户”的思想，华德员工

做到“绝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在我手中产出，绝不让不

合格的产品在我手中溜过”，为用户负责，替用户把

关，精益求精，诚信生产经营。  

以人品做产品，以品质做品牌

“华德是我家，我爱我的家”，在全体员工全力

营建一个“铸世界品质，创国际品牌”的品牌文化过

程中，华德液压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增强。华德员工编写了很多优秀的品牌格言，例如 “科

技创新生活，质量成就品牌”、“以人品做产品，以

品质做品牌”、“用质量捍卫品牌，用品牌驾驭未来”

等等，员工们把这些座右铭写在自己的工作台边，时

刻激励着自己，点点滴滴做好工序的每一步。人心齐，

泰山移，华德液压主导产品产量持续提升，液压阀、

液压泵 / 马达和液压成套设备等产品先后获得了“北

京名牌产品”、“北京市著名商标”、“全国用户满

意产品”、 “中国机械工业质量奖”等多项荣誉称号，

受到广大用户的赞誉与好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冶金、

机床、军工、船舶、化工、航天、工程机械、建筑机

械等领域。 2012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10 亿元，管理水

平迅速提升，资源配置更加趋于合理，核心竞争力明

显提升，规模领先于国内同行业水平。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战略推进会议发言材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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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驱动品牌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由国家工信部科技司主办的工业企

业品牌培育试点工作启动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圣邦

集团被确认为2013年度全国工业品牌培育试点企业。

2012 年，“SUNBUN”品牌液压产品荣获“2012 年度

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公司能获此殊荣表明

了圣邦产品在质量保证、技术创新、市场推广等方面

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品牌战略推进工作得到了行业内

的高度认可。

圣邦品牌培育规划

圣邦品牌培育工作主要内容：建立完善的品牌培

育管理手册体系文件，持续提高顾客对圣邦品牌的认

知程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发挥企业在信誉、文化、

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高顾客对圣邦品牌的忠

诚度和美誉度，创造品牌溢价，提升企业盈利能力。

品牌培育工作计划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企业品牌初始评估。通过采用工作调

查问卷、调研工作流程和方法、开展工作内部访谈等

活动，对圣邦集团品牌定位、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进

行初步诊断，对诊断反馈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第二阶段，建立完善公司品牌战略与方针。根据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开展品牌培育的关键要素。

“SUNBUN”牌液压产品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SUNBUN”品牌的主要产品为工程机械液压控制元件：液压阀、柱塞泵·马达、减速

机等，产品涉及 100多个系列 2000 余个品种，广泛应用在工程机械汽车起重机行业，已

代替国外进口，市场占有率在汽车起重机行业中位居第二。目前公司在温州、徐州、上海

建有三大产业园区，是国家级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项目承担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品牌培育的价值和意义等相关的培训课程，使企业内

部进一步融入到品牌培育工作，通过分析企业内部及

相关的需求与期望制定企业品牌管理运行体系制度。

第三阶段，实施运行。根据企业品牌培育战略和

方针的指导，重新定义企业对资源的系统性管理，实

施并优化企业品牌培育管理方案，包括：知识、信息、

技术管理；财务资源管理；过程策划、分析和控制管理；

品牌设计管理；信誉和风险管理；品牌资产管理和保

护；监视过程管理；数据分析管理；环境管理以及相

关方管理等。整合企业优质资源，进一步提升企业品

牌价值。

第四阶段，自我评价及改进。通过体系运行，

运用品牌监视过程管理体系对品牌培育过程进行系

统性的量化与分析 , 组织企业品牌培育小组专题研

讨会，对品牌培育关键过程以及培育成果进行自我

评价。

第五阶段，建立品牌长效机制。实施对品牌培育

的长期监测管理方法，建立标杆对比改进计划、建立

品牌管理知识库等一系列品牌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后

续的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持续改进、连续监测等品

牌培育活动，使圣邦品牌真正成为中国工业企业在世

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7

行
业
的
骄
傲

液
压
气
动
与
密
封

技术创造品质、品质改变未来

圣邦液压全心致力于液压技术研究与开发，秉持

“追求永续经营，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宗旨，是

国家级火炬、星火计划项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在温州、徐州、上海建有三大产业园，在杭州

设有战略科研中心。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OHSAS18001、欧盟 CE 认证。2008 年公司研发中心被

认定为圣邦液压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与

浙江大学联合建立了液压技术生产基地。2007 公司研

发的 SBDL25FS/K 负载传感比例控制液压多路阀列入国

家火炬计划项目（2009 年获得中国液压气动密封行业

优秀新产品奖），并获得温州市科学技术奖（2007 年

列入市重大科技项目），2009 年 SBDL 系列电液比例

控制负载传感液压多路阀项目被列为浙江省重大科技

专项重大工业项目。

主要产品有工程机械液压件、通用液压件、斜轴

式柱塞马达 / 泵、卷扬和回转减速机、塑料注射成型

机等五大类一百多个系列两千余个品种。工程机械液

压件主要有比例负载传感多路阀、斜轴式柱塞马达、

控制集成系统、支腿操纵多路阀、回转缓冲阀、平衡阀、

双向液压锁和溢流阀等30余个系列近一千多个型号；

通用液压件主要有比例阀、方向控制阀、叠加阀、流

量控制阀、压力控制阀、插装阀等六大系列。可按客

户要求承制各类非标液压元件、液压系统。大部分产

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现拥有专利 43 项，其中发明 8

项，实用新型 35 项，

圣邦理念：圣，通也，邦，国也 .

我们的价值观：和谐、诚信、创新、精细。

和谐：和谐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追求的最高

境界，和谐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创

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员工要在工作中

把和谐融入进去，为建立和谐企业，建立和谐的工作

氛围创造环境、创造条件。

诚信：诚信是圣邦公司 20 年发展历程中所积累

的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昭大信于天下”是圣邦的

立企之本，也是圣邦员工的立人之基。诚信是诚实和

信用的概括，诚实表现在人的品行、品德之中，人无

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企无信不强。诚信是圣邦用人

的根本选择，出现再大的问题，只要诚实地讲出具体

原因，真诚地进行改进，都是可以原谅，再小的问题，

如果弄虚作假，掩盖事实，不诚信，坚决开除。

创新：圣邦的发展和不断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3 年至今，圣邦由一个小作坊发展到今天。创新是

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企业的灵魂。科技创新、体制

创新、管理创新是战略发展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

业一切的活动都需要创新，都可以创新，只有创新才

能走上强大。

精细：是基于圣邦所从事的产业所决定。圣邦产

品与一般机械产品不一样，圣邦花大力气投入优秀设

备，就要生产出非常精细的产品。但有了精细优良的

设备还不够，还要有精细优良的工作，要求圣邦人一

丝不苟、精确细致、严密严谨，这样才能给客户提供

优质产品，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才能使企业持续经

营，精细的思维、精细的工作，精细的概念融入工厂

的一切管理之中。

圣邦的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改变

生活、为社会创造效益。

在企业、价值、客户、利润几个重要因素之中，

价值是第一位，一个企业只有不断地为客户创造价值，

它的存在才有意义，企业的利润也就有了坚实的保证。

这也是企业经营的全部意义，其所实现的利润就是客

户对你所提供服务价值的一种承认。当为客户创造出

了价值，客户才能给予属于你的价值，才能改变员工

的生活，才能为股东创造利益，才能为社会创造效益。

圣邦的企业精神：圣邦之道、追求卓越、永续经营。

圣，通也；邦，国也。圣能治企，圣则安邦。荀

子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只有

积善成德，才能自得神明，具备圣心，才能变得智慧

和高尚，圣邦所追求的企业精神就是追求高尚，敬业

报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要求

越来越高，圣邦制造优质产品的同时，更重要的同时

制造出高尚的精神文明，尽企业的责任，回报社会，

回报国家，回报人类。

 “把世界技术引进中国，让中国技术引领世界”

作为圣邦的使命，以科技创新驱动品牌发展。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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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为客户添光彩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原镇江液压件总厂）成

立于1976年，是专业化生产全液压转向器及配套阀、

摆线液压马达的现代化工厂。产品广泛为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建筑机械、叉车行业配套。下设全资镇江

大力液压马达有限责任公司、镇江大地液压有限责任

公司和控股安徽天长大天有限责任公司。是江苏省高

新技术企业、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常务理事

单位、江苏省质量管理先进企业，2007 年、2010 年

荣获江苏省质量奖、全国机械行业文明单位、中国通

用设备制造业纳税百强企业。

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公司与国内著名高

等院校进行了多层面、多学科的合作，2009 年与同济

大学合作实施“超长寿命多功能精密摆线液压件的关

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重大科技项目，填补国内空白，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江苏大学合作完成了“激

光数字化制造高精度配流盘的工艺技术”项目；建立

了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实施博士后的培养；

“数字配流智能型摆线液压马达的开发与产业化”项

“行星”牌液压泵 /马达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镇江液压是专业化研发、生产及销售摆线液压产品（包括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

马达及相关配套的阀类产品）的龙头企业，本领域世界知名品牌。根植在经济最活跃的

长三角，秉承 30 余年的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研发、制造能力，生产设备精良，加工

工艺先进，检测设备齐全。公司产品为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工程车辆、船舶舵机及渔

业机械、注塑机械、环卫机械、港口机械等多种装备配套，畅销全中国，出口全世界，

产销量国内第一、世界第三。

目，入选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立项目录，代表

了行业方向的最新型马达。

加大科研开发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技术人员科技

创新。建立了“江苏省液压控制元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被认定为江苏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11 年新

产品开发资金投入 1720 万元 , 完成新产品计划项目 6

项 , 完成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计划项目 4项 ,实现

高新技术产品销售 33 635 万元。

发挥技术优势引导中国全液压转向器产业发展。

公司综合实力在中国全液压转向器产业中居于行业之

首，公司科技水平代表了中国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

压马达产业的科技水平。已获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

新型专利 47 项。多次参与我国行业标准 JB/T5120-

2010《摆线转阀式全液压转向器》、JB/T10206-2010

《摆线液压转马达》等标准的制定工作，对推动我国

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

近几年，公司抓住机遇，发展势头强劲。全液

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产品占领国内市场份额达到

60％以上，2011 年实现销售收入 5.0 亿元，实现利税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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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76 万元，出口创汇 1688 万美元。据统计，公司

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产销量连续 10 年居全国

同行业首位。产品相继出口美国、法国、意大利、土

耳其、印度、韩国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

土耳其、韩国设立了驻外办事处，出口额近几年平均

值保持增长，目前的生产规模已经跻身于世界全液压

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生产企业三强，产销量居中国第

一、世界第三位。

保持企业管理体系有效运行，致力打造优质

产品和服务

在快速、稳健地发展过程中，公司先后通过

IS090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0 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ISO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保持

管理体系持续改进，达到了顾客满意、员工满意、投

资者满意、社会满意的目标。

坚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持续改进质量与服务。

按照公司质量方针要求，“用卓越品质，使客户满意；

以诚信服务，尽社会责任”。对产品与服务进行全员、

全过程控制。通过了 IS010012 测量管理体系确认， 

2007 年、2010 年两年分别荣获江苏省质量奖。公司

向客户郑重承诺，产品一律实行保修“三包一年，保

修终身”，免费提供一切产品咨询服务，在接到产品

发生质量问题的电话后，1 小时内给予答复。注重顾

客服务工作，建立客户档案，定期进行客户满意度调

查，根据顾客反馈的问题运用统计技术进行汇总分析，

及时进行改进,持续满足顾客即时和潜在的合理需求，

不断提高顾客满意度。

目前公司拥有完备的机械加工生产线和成套的终

端产品性能测试设备，具有年产 168 万台全液压转向

器、摆线液压马达产品的生产能力，

注重品牌建设，加快国际市场开拓步伐

公司十分重视品牌建设工作，制定了品牌发展战

略规划。公司注册的“行星”品牌已近 30 年历史，

经过多年的品牌建设及品牌培育，“行星”品牌已成

为江苏省著名品牌，行星牌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油马

达产品，自2003年以来一直被评为成为江苏名牌产品。

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客户，公司开发了高中低档

产品。高档产品彰显个性，融合多项专利；中档产品

扩展性能，为客户创造效益；低档产品简单实用，为

客户稳定市场。在用户心中建立起“行星”品牌的丰

满形象，促进了品牌的美誉度不断提高。近几年已完

全实现自主品牌出口。公司在品牌的宣传投入大，宣

传推广方式多样灵活。连续的投入，稳定可靠的品质，

大大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

公司在 2005 年开始在国外设立驻外办事处，利

用代理加驻点的办法，大力开拓了国际市场。2011 年

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出口总量达 28 万台，占

产品总销量的 28.4%，比上年增长 32％；外销金额

1688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 40％。

依靠企业文化凝聚人才，以人为本建立优秀

团队

企业文化以人为本，坚持引导和考核相结合。全

面完善了公司的人才管理机制，对于企业人才实施，

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环境留人。制定合

理的人才管理制度，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业有成。不断提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待遇，

对有重大项目贡献的人员实行重奖。近几年，陆续引

进营销管理、企业管理、技术研究等专业领域的高级

人才，并引进了世界同行的美国市场经理。并于 2010

年将其列入江苏省“双创引进人才计划”，2011 年列

入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加快学习型企业建设步伐，掌握国际管理领先技

术，坚持开展专业培训活动，提升专业人员水平，加

大对职工的各种培训力度。近几年公司分别聘请了南

京理工大学、江苏大学、同济大学教授作过多场学术

培训，请专业咨询公司来公司作各类岗位培训讲座。

企业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以“中国有地位、世界

有名气”为愿景，我们向用户提供一流的全液压转向

器、摆线液压马达产品。以“创新市场、创造市场、

创意市场”为营销理念，综合汇集液压转向摆线技术

优势，致力成为具有一流水平的专业化生产的世界级

企业。

 “夜空中的行星，明亮、稳健、坚实地迈步前行”，

昭示镇江液压公司全液压转向器象明星一样为客户持

续争光添彩，创造效益。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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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力量源泉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在贵州高原中部省会贵阳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有一家掩映在鲜花绿荫中的现代化企业，现代

化的厂房和楼宇，向世人展示着其先进的技术及国际

水准，这就是被誉为航空工业第一股雄居我国液压行

业的龙头企业——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经过

40 余年的创业发展，已经成为军民结合型航空航天和

民用工程机械配套液压泵与马达科研生产的专业化大

型骨干企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基础件特定振

兴企业之一，先后承担了国家火炬计划、国家“863”

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多项高新

工程、航空航天重点工程研制配套项目，是典型的“寓

军寓民”企业。

加强企业质量等体系建设

公 司 自 1996 年 先 后 通 过 了 ISO9001-1994、

ISO9001-2000 版的质量体系认证，AS9100，Rev.B 航

空航天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和 GB/T19022-2003/ISO 

10012-2003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国家三级计量单位。

“力阳”牌液压泵 /马达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力源公司生产的高压轴向柱塞式液压泵/马达，具有产品规格多、型号齐全且压力高、

结构紧凑、控制方式多、应用领域广等特点。在产品研发方面，公司拥有一流的液压控制

技术，拥有研制与为先进主机配套的液压泵／马达的技术，利用军工技术的优势，结合引

进的专利技术，使本公司液压泵／马达的技术水平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各种

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切削中心、可调专机、进口软氮化炉、高频淬火机等关键设备，拥

有发明专利12项，为产品开发、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公司通过40多年的发展，

已进入自主研发、为用户量身定制的发展阶段，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其产品的应用范围越

来越广。

建立了长、热、力、电等 19 项计量标准，参与制定

GB/T7935《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GB/T23253-

2009《液压传动 电控液压泵 性能试验方法》、JB/

T7043-2006《液压轴向柱塞泵》、JB/T10829-2008《液

压马达》、JB/T10831-2008《静液压传动装置》等国

家及行业标准。

为质量体系运行提供可靠的生产制造保证。按照

民品产品零件的结构特点和工艺方法开展精益生产，

实现了数字化生产管理，组建 9 条机加生产线，3 条

装配生产线，12 个试验台，最大功率为 315kW；现有

加工中心、数控机床、车削中心、可调专机、进口软

氮化炉、高频淬火机等关键设备，包括机械设备 1300

多台，金切设备 840 多台，热加工设备近 130 台，关

键精密设备近 20 台，其中国外进口高效数控设备 100

多台，从德国、瑞士、美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

家地区进口的高效数控设备近 300 台，拥有先进的高

精计量检测及理化试验设备 100 余台。

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为市场提供优质销售及售后

服务体系。公司拥有独立的客户服务部门和服务素质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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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硬的队伍，并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江苏、

山东等地设有销售分公司、办事处及销售网点，在全

国每个省都设有服务网点和中环服务网点，对用户的

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承诺 200 公里内确保在 6 小时内

到达服务现场；500 公里内确保 12 小时内到达服务现

场，提高了用户对使用公司产品的满意度。

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

公司近 3 年投入研发费用分别为 2511 万元、

3384 万元、5638 万元 , 占当年销售收入的 6.46%、

6.68%、8.56%。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863

计划、产业技术成果转化计划、重点新产品计划、火

炬计划和贵州省科技攻关计划、重点技术创新计划等

21 项。L6V、L10V 和农业机械集成型静液压传动装置

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L10V45 产品被评为国家自主

创新产品，《高可靠先进液压系统新技术及其在现代

军机、民机和航天器中的应用》、《数字控制轴向柱

塞变量泵》等 10 个技术创新项目获得国家、省、市

及行业协会科技进步奖和优秀新产品奖。

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研发团队，其中：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5 名（包括省管专家 2 人），

研究员级高工5人，高级工程师47人，工程师126人，

高级技师 11 人，技师 63 人。企业参加新产品开发、

技术改进和创新工作的研发人员 197 人，占在职员工

总数的 11.4%。承担了航空领域、航天领域多项重点

配套液压泵与马达的研制任务，为 XX 型号飞机配套

的 XX 液压泵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技成果奖 24 项。获得专利授权 54 项，其中：

获《手动伺服控制的双变量液压传动装置》发明专利

等 12 项，获《液压柱塞变量马达调节控制阀》等实

用新型专利 42 项。

积极开展“产学研”活动。组织了23项研究课题，

其中，国家级 6 项，包括 863 计划项目“土压平衡盾

构大排量液压泵关键技术”、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高

性能液压轴向柱塞泵 / 马达开发及产业化”、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大型模锻压机/挤压机高压大排量轴向、

径向柱塞泵及大流量二通插装阀系列化研制》、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农业机械用静液压驱动桥”和 2 项国

家重点新产品；省市级14项，包括省科技厅重大专项、

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企业重点技

术创新项目、“双 20 工程”项目、制造业信息化工

程项目等。

根据公司制定的“十二五”及中长期战略发展规

划，公司在后续发展中，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

商业成功为目标，以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市场

化改革、专业化整合、资本化运作、国际化开拓、产

业化发展”为途径，以大国防配套为基础，建立高压

柱塞泵 / 马达、农机液压件、民用航空、精密铸件、

液压阀、成套液压系统产业的全价值链竞争的供应商

管理体系，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拓展企业品牌文化建设

品牌集中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的企业文化，

是企业的市场形象，是企业信用的体现，也是企业竞

争力的体现。

持续深入地进行集团宗旨理念、中航重机核心价

值体系、公司企业精神的宣传灌输，使其逐步成为公

司全体员工的行为准则。大力进行“航空报国 强军

富民”集团宗旨、“敬业诚信 创新超越”集团理念、

“永远的压力、不竭的动力”的企业精神的宣传教育，

使之逐步深入人心。 

以质量文化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公司企业文化

建设。通过开展质量价值理念、质量方针、质量行为

准则、公司质量方针的宣传教育、“我的质量承诺”

活动、每年质量月、质量文化宣传周活动等营造质量

文化氛围。建立推进体系，制定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

长期建设规划。形成了以企业行政为第一责任人，党

委负责总体推进，职能部门具体落实的组织领导体系。

推进“VI”六统一，整合公司整体文化形象。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着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切实搞好整体文化形象策划和实施。

大力推进“一流环境”建设，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近年来，大力推进以整理、整顿、清洁、规范、素养、

安全的“6S”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一流环境”建设，

使得公司工作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推动公司创新文化建设，全力打造创新型企业。

通过打造公司创新文化建设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群体，

从而引领企业品牌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对内统一思

想，凝聚人心，对外展现公司良好的企业形象。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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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成就品牌  品牌成就市场

宁波广天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

赛克思液压在业内被誉为“万国液压泵”厂，意

为产品规格众多；公司生产的产品精度高，以μm计算，

其中，公司研发的 SVD22 通轴式变量柱塞液压泵被国

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SL1VO53WO 柱塞

双速马达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 

品质成就品牌 ，促进公司转型升级

公司于 2000 年 7 月取得了“SKS”商标权，商标

于 2009 年 9 月由宁波赛克思液压泵厂转让给宁波广

天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成立了商标管理领导小组，

负责公司商标管理日常事务，制订了《宁波赛克思液

压泵厂商标管理制度》。公司十分重视公司商标和企

业形象的宣传，每年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品牌推广，

2008 ～ 2011 年分别投入 131.3 万元、184.97 万元、

260.68 万元、373.42 万元。

“SKS”牌液压泵 /马达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赛克思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研发中心，是工

业和信息化部工程机械高端液压件及液压系统产业化协同工作平台首批成员

单位，公司生产的高压柱塞液压泵、液压马达，主要应用在挖掘机、混凝土

泵车等工程机械领域，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多次获得省、市及行业技术进

步奖。柱塞泵的工作压力可达到 40MPa，液压马达的工作压力可达到 35MPa，

现拥有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坚持零配件

与元件共同发展，力争进入中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元件及零件综合制造商

行列，为中国工程机械配置“中国芯”！

公司全面贯彻“品质成就品牌，特色创造市场”、

“有可靠才能承载重托！”的品牌理念，全面践行“质

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运行低成本”的质量观。全

力抓好质量文化的物质层建设，建设干净的生产环境，

严格质量行为准则与规范、作业指导书等，打造过硬

的质量文化的制度层。

努力倡导“用人品，保证产品”，开展质量分析会，

查找不足，制定措施，进一步增强员工做好产品质量

的决心，增强做好做优产品的信心。开展“人人讲质量、

人人抓质量、人人保质量”承诺签名，开展工艺质量

标准竞赛、每月质量之星评选等活动，为消费者创造

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无“人”则“止”，近年来，公司注重“以

员工为本”，在上级组织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诚待人、以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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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人，把员工视作企业财富的创造者、企业的主人、

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来认识对待，建立科学的薪酬制

度，以达到企业、员工、社会三方互利共赢，切实保

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发展。2011 年，针

对公司经营管理现状，公司引进多位外国管理专家，

导入先进管理模式，进行管理改革改善工作，对公司

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诊断，在此基础上设计

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管理需要的新的组织结构方

案，制定了公司各类人员所需的工作岗位职务说明书，

规范了研发中心、销售部、生产部、各车间的工作职

责、工作关系、任职资格等，建立企管团队、研发团队、

工艺团队、品质团队、制造团队等，不断完善管理，

加强合作，提高绩效，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2008 年 12 月建立了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主攻高压柱塞液压泵；2008 年 8 月，中心引进了国内

液压专家、进一步充实了研发力量；2010 年 6 月，建

立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同时引进了多

位高级专业研发人员。

坚持自主创新，积极开展产学研

2007年3月，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进行了“液

压泵及液压马达研发”合作，主要就以下以几个领域

进行合作：缸体、柱塞的优化设计与制造；缸体的铜

面烧结；集成壳体的加工中心制造；加工工艺的改进；

液压试验台的系统改造。

2008 年 10 月，研发中心与北京理工大学就《液

压泵工作特性检测系统》进行合作开发，这一套检测

系统采用国际一流的检测手段，采用智能型数字化仪

表，被测量的数字化采集全部采用 CAN 总线进行，进

一步提高数据传输的快速性和可靠性，通过数字量智

能型数据转换技术和模拟量隔离技术，提高检测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解决检测数据的实时动态显示、分析

处理以及检测结果的输出等，建立液压泵检测虚拟仪

器平台，实现液压泵历史特性的数据库管理。

2009 年 6 月，公司与浙江大学合作完成了《轴

向柱塞泵特性仿真研究》项目，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

进行柱塞泵的结构设计、流场特性、先导控制等方面

的研究。此次产学研活动被宁波市江北区政府和浙江

大学联合授予了“科技促调百千行动示范单位”称号。 

公司工程（技术）中心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于 2009 年 8 月成立“宁波市现代装备制造技术创

新团队”。创新团队的建立，充分利用合作双方的

优势，提高柱塞液压泵的研究开发水平，进行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 

2011 年公司与兰州理工大学建立了助学互培合

作，公司在兰州理工大学建立了赛克思液压助学基

金，同时兰州理工大学为公司定向培养优秀大学生，

目前已接收了 8位品学兼优的毕业生。

科技创新及品牌建设成果丰硕

产品品牌是靠产品的品质和服务一步步建立起

来的。经过 27 年的生产经营，公司在科技创新及品

牌推广等方面获得了多项殊荣，包括中国液压行业

优秀新产品一、二等奖、浙江省首台（套）产品、

重质量守诚信优秀示范单位、浙江省行业质量信誉

消费者满意 AAA 单位、宁波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江北科技进步一等奖、江北区职工技术创新优秀成

果一等奖及创新奖、区创新发明大赛三等奖，2010

年公司被评为液压件及附件最具影响力品牌，2011

荣获工程机械配套件行业 2011 年度最具成长潜力

奖，2012 年荣获“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

2009 年被评为宁波市首批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010

年获宁波市专利示范企业，2011 获浙江省专利示范

企业。

公司从 2006 年至今已有 27 项产品列入市工业

新产品试产计划，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

点新产品、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

产品各 1项。共获得专利 87项，其中发明专利 7项，

实用新型专利 28 项，外观设计专利 50 项，获宁波

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项，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一奖、

二等奖各 1 项，中国液压行业技术进步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各 1 项，2006 ～ 2009 年连续获得甬江

街道崇尚科技奖。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

理）



14

行
业
的
骄
傲

液
压
气
动
与
密
封

专注如一  提升品牌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又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七四二三工厂，始建于 1954 年，位于以“泉城”

著称的山东省济南市，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制和生产军民两用产品——中、

高压液压齿轮油泵及马达，寂寞不移志，诱惑不转向，

专注如一，是目前国内液压齿轮油泵及齿轮马达的专

业生产厂家之一，能满足各类主机及广大用户对产品

的需求，现已开发出 7 种结构形式 13 大系列 300 多

个品种规格，是国内各大主机厂家首选的品牌产品。

做强国内外主机最佳配套企业

公司本着“科学发展，技术创新；诚信为本，

质量第一；不断完善，顾客满意”的质量方针，依

靠优越的军工技术、严格的管理制度、科学的管理

控制手段、雷厉风行的军队作风，不断创造一个又

一个的佳绩。

抓好生产经营，把企业做强做大是公司追求的目

标和方向。近几年，企业围绕市场进行产品结构调整，

“泉城”牌液压泵 /马达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济南液压泵公司 2011 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资格证书，是国家工信部工程机械高端

液压元件平台单位之一。拥有液压泵、马达、阀、减速机国家专利 29 项，其中 CBGj、

JHP 高压齿轮泵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替代进

口，国内主机配套率达到 70% 以上。参与了行业标准 JB/T7041-2006《液压齿轮泵》、

JB/T10829-2008《液压马达》的制定。目前公司主导产品齿轮泵（马达）年生产能力

40 万台，液压阀 5 万台，各类减速机 2 万台。年产值达 3.5 亿以上，满足国内工程、

路面、矿山机械对中、高压齿轮泵（马达）、多路阀和减速机的需求。

实施技术改造，引进精密加工和检验设备，工艺装备

水平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生产能力每年以 30%

的速度发展，产值及销售额以 20% ～ 30% 的速度递

增，市场占有率在同行业名列前茅；2009 年实现销量

290 900 台，销售收入 22 037 万元；2010 年实现销量

420 633 台，销售收入 28 618 万元，2011 年实现销量

428 895 台，销售收入 32 019 万元。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集产品销售、用户服务、市场信息收集、质量信息

反馈、分析、决策、处理等为一体的“以市场为导向、

以销定产、以产促销”的市场营销体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企业走向国际、

开发国际市场带来了机遇。公司通过参加国内外的知

名展览会及媒体宣传，扩大了“泉城”牌液压齿轮泵

的国内、国际的知名度，产品参加了在美国拉斯维加

斯举办的国际液压动力传动展览 , 受到国际主机客户

的关注，随着国内各大主机厂家出口任务的连年加大，

主机出“名牌”、出“精品”的意识和“做强中国自

己的主机企业”的责任加大，所以增强“名牌意识”、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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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口主机最佳配套产品，一直是公司努力及发展的

方向。目前，“泉城”牌液压齿轮泵随主机出口到美国、

英国、西班牙、丹麦和东南亚、中东地区，在产品的

质量、使用性能上海外用户反映很好。

产品代表人品，质量就是素质

“产品代表人品，质量就是素质”是公司的企业

精神，“打造国内同行业的第一品牌”是公司的奋斗

目标。在严谨、科学的管理状态下，产品正向配套化、

系列化、高质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日益成为主机

用户推崇的名牌产品，目前，在国内市场上“泉城”

牌齿轮泵市场占有率居同行业同类产品之首。企业在

5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不断为我们的

品牌建设注入活力，增强品牌影响力。1994 ～ 2011

年在全国工程机械配套件质量评价中，“泉城”牌液

压齿轮泵连续 7次获“用户满意产品”称号。

科技创新赢得了市场

公司本着“生产一代，储备一代，开发一代”

的产品创新宗旨，坚持技术创新，不断加快产品结构

调整步伐，推出优质新产品，形成了多系列、多品种、

多元化的产品结构体系，使产品的压力级别多，排量

范围广，满足用户不同机型的需要。在研制过程中，

做到了“信息快、开发快、试制快、推广快、上量快”，

研发产品获多项专利：其中一项专利获国家专利优秀

发明奖，也正是基于产品技术上的创新，“泉城”牌

齿轮泵赢得了用户。我们在更加意识到“做好品牌，

保护好品牌”重要性的同时，依靠不断创新，不断开

发新品种，使产品具备“体积小、排量大、压力高、

可靠性强”等特点，多年来一直被评为主机的最佳供

方。随国内主机出口量的增长及液压件发展空间的增

大，根据市场需求继续研发、扩大液压产品的品种，

开发多品种的液压元件（包括缸类、阀类产品），扩

大配套主机机型的范围。开发研制的适用于工程机械

的阀类产品和自卸车用的液压系统产品，已开始投入

试用 , 产品靠高品质的质量 , 可靠的性能很受用户的

青睐。

公司生产的“泉城”牌中、高压系列齿轮油泵曾

荣获 1985 年“国优金质奖”；1995 年“机械工业部

可靠性达标推荐产品”；1998 年“军队名牌产品”；

1991 ～ 2009 年连续 18 年获得全国建设机械设备用户

委员会颁发的“用户满意产品、满意服务”荣誉称号；

2000 年获得了国家机械工业局“一等品检测合格证

书”；2001 年获得“国家十佳质量放心品牌”称号；

2002 年获“中国质量过硬服务放心品牌”称号；2006 

年、2009年被评为“山东名牌”；2008年 9月“泉城”

牌液压齿轮泵被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2009 年获

得“用户满意服务单位”和“持续追求用户满意经营

先进企业”荣誉称号，“泉城”牌液压齿轮泵被评为“用

户满意”产品；2010 年获“山东机械工业六十强”和

首届中国工程配套件行业“液压件及附件最具影响力

品牌”荣誉称号；2011 年获“十二五科技创新典范企

业”荣誉称号，荣获“工程机械配件质量调查连续七

次评价用户满意”称号，2012 年荣获“中国机械工业

优质品牌”称号。

 

企业一个整体，集成一种合力

公司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通过企业文化去凝

聚人、锻炼人、培养人，从而迸发出积极向上、团结

奋进的热情。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教育，广大职工心

系工厂利益，积极进取，团结拼搏，个人价值得到体现，

人生目标得到升华，营造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良

好氛围，为工厂全面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

有效的企业文化影响和熏陶，一批批年青的骨干日渐

成熟，培养和锻炼了一支观念新、责任心强、懂管理、

善经营的管理人才队伍；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

强、有创新思维的自主研发技术队伍；一支吃苦耐劳、

苦干巧干的工人队伍；一支通晓市场规律、营销能力

强的营销队伍。同时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通过企业文

化去凝聚人、锻炼人、培养人，使人、产品、企业凝

聚成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合力，从而迸发出积极向上、

团结奋进的热情。通过开展各种企业文化活动，营造

出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良好氛围， 每一位员工都

心系集体利益，积极进取，团结拼搏，个人价值得到

体现，人生目标得到升华，综合实力得以增强，顺利

实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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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立新  铸就品牌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原上海立新液压件厂）

创建于 1967 年，是上海最早生产液压元件和液压系

统的企业之一，2003 年 9 月改制为多元投资的有限责

任公司。2012 年 10 月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 82.86%。主导产品为“立液”牌高压液压阀和

液压系统、囊式蓄能器和定制各类非标液压阀。公司

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连续

获得“上海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全

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奖”、“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

先进企业”、“立液”牌液压阀荣获“2012 年度中国

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等荣誉称号。

品牌竞争力造就品牌优势

上海立新经过市场经济的熔炉锤炼，深深感受品

牌竞争势在必行，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企业，需要迫切

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拥有了强势产品之后如何进行品牌

建设，进而提升企业整体品牌竞争力。

建立企业品牌培育管理体系。2012 年 3 月 22 日

国家工信部确定全国 141 家工业企业为品牌培育试点

企业，上海立新名列其中。公司在总经理的直接领导

下完成具体规划并付诸实施。4 月份制定了品牌培育

“立液”牌液压阀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立液”牌高压液压阀和液压成套系统，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德国力士乐系列高压

液压阀技术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再创新，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获得采标认可

证明、产品认证证明。产品采用的新技术经专家鉴定，主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20世

纪 90年代先进水平，可替代进口，已成为为国家重大工程、重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专

业化企业，质量和服务得到顾客的广泛认同和信赖。至目前为止，产品累计获发明专利

13件，实用新型 98件；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 1.4亿元，综合市场占有率名列全国同行同

类产品前茅。

战略及方针，明确公司品牌培育目标、分解目标、策

划品牌培育的过程，识别并确定关键过程。5 月份建

立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在公司标准化体系的基础上，

正式发布品牌战略和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文件，形成可

以量化、适用的标准化文件；编制管理手册和 24 项

程序文件，目前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进入有效运行。

实施标准化管理体系。以“标准决定品质、品质

改变世界”的理念来争创中国名牌，将管理重点集中

在质量、新品、成本、交期、服务上，提升“立液”

名牌的内涵，深入推进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2009 年

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列为国家第三批标准化良好

行为试点企业。承担行业标准制定主要起草单位4项，

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单位 4 项，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单位

14 项，2010 年取得国家 4A 级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的

证书。公司已形成 1433 项以技术标准为核心，以管

理标准、工作标准为支撑的企业标准体系，其中技术

标准 1093 项，管理标准 221 项，工作标准 119 项，

覆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质量管理等体系有效运行。1997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体系覆盖产品为：高压液压阀

( 引进德国力士乐液压阀技术 )、液压系统的设计、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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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销售和服务；囊式蓄能器的制造、销售和服务。

2010年11月由华信技术检验有限公司进行换证复审。

2010 年 8 月分别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2 年 10

月通过压力控制流量阀产品认证证书、流量控制阀产

品认证证书、方向控制阀产品认证证书的复审换证。

信息系统建设网络化。自 1997 年起建立 ERP、

CAD、CAPP、PDM、PROE、OA 信息管理系统，目前已

初步建立了信息化平台。CAD 系统形成 40 个节点的

应用规模。应用软件有：产品二维设计：AutoCad

软件；产品三维设计软件：Autodesk Inventor 

Professional 10；液压阀块设计和校核软件 SecMAN 

等，产品全部在这些系统上设计完成。CAPP 采用清

华艾克斯特 XTCAPP5.5 软件，系统以工艺资源管理器

为核心的编辑平台、作为工艺数据管理系统，XTCAPP 

可以支持各种不同格式和要求的工艺文件。PDM 采用

清华艾克斯特 XTPDM，系统集成了 CAD/CAPP，实现

了 CAD 设计文件、CAPP 工艺文件和有关技术文档基

于产品结构树的全程统一管理。系统间信息的传递、

共享和技术文档的管理，达到了组织产品设计，跟踪

技术准备进度，各类产品有关信息共享，实现设计、

工艺技术准备的并行与协同作业。系统自动生成设计

BOM、工艺 BOM 及各类汇总清单，保证产品数据的完

整性、一致性、正确性、安全性。配置了企业资源计

划 (ERP) 计算机管理系统，使产品设计、市场营销、

生产管理和财务管理的信息流、物资流和资金流统一

为一体，有效地促进公司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使

管理核心更侧重于决策的正确性、时效性。

坚持自主创新，开发高压液压阀系列产品

公司以“立足液压专业，技术运用领先，创造立

液品牌”经营战略，用“标准决定品质、品质改变世界”

理念，以自主创新液压模块化技术开发高压液压阀系

列产品。

公司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坚持自主创

新，连续 15 年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就力士乐

系列分类，公司的产量、产值排名是国内前三名，市

场占有率在 20% 以上。公司获奖产品是“立液”牌高

压液压阀，分为压力、流量、方向三大类，品种规格

达 12 000 种。电磁阀的压力等级 35MPa，寿命 1000

万次；溢流阀压力等级 31.5MPa，寿命 50 万次。产品

水平已达到和接近国际同类先进水平，成为机械工业

重要基础件。2009 ～ 2012 年公司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受理 30 件，其中：授权 5 件；发明专利授权 13 项 ,

实用新型授权 57 件；外观专利受理 29 件，其中：授

权 29 件。

1983 年 5 月 30 日注册“LY 立液”商标，2008

年和 2011 年“立液”商标被授予上海市著名商标。

为了增强“立液”商标内涵，提升“立液”商标影响力，

公司分别申请了“立新” 商标、图案商标、英文商标，

形成了商标的保护范围。公司现已注册商标 9 件。自

2006 年连续保持上海名牌产品称号，连续 4 年获得上

海市装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品牌。

独具特色的企业品牌文化精髓

品牌愿景：追求卓越标准，铸就国际品质。

立新以“树民族品牌立行业标准“为己任，致力

于成为引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 

品牌本质：液压技术应用专家。

在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过程中，立新始终以“可靠、

可信、可亲”的液压技术应用专家形象，不断追求着

产品、服务和技术应用以及行业标准的突破和创新，

助力中国机电液一体化发展。

品牌承诺：优化应用，支持你的发展。

立新通过领先的技术和卓越的品质，以不断优化

改善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面实效的解决方案，

帮助达成目标；以不断优化的应用，为客户的发展提

供持续可靠的支持。

品牌特质：卓越、适用、可靠。

卓越是以客户为导向的具体表现和特色；适用是

产品的风格与服务的基本理念；可靠是品牌承诺的最

根本体现。

品牌文化：诚信、协同、竞争、共赢。

立新品牌文化是以诚信为基础，围绕个人、企业、

社会及相关利益群体多方互赢的价值理念。

品牌口号：为您刻意立新。

围绕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与市场环境，立新始终

以全球视野谋划未来发展，秉承不断开拓、追求卓越

的精神，超越需求，为您刻意立新！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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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高起点  迎向高目标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徐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开发、制造和出

口企业，目前位居世界工程机械行业第 7 位，是中国

工程机械产品品种和系列最齐全、最具竞争力和最具

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是国家 863/CIMS 应用示范

企业和机器人化主体产业基地，“徐工”是行业首个“中

国驰名商标”。徐液公司是重要的核心零部件制造企

业，目前综合生产能力达到年产各类液压缸60万m（35

万件），最大缸径φ1000mm，最大行程１5m，已经发

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液压缸专业制造公司。

依托徐工品牌优势，实施品牌战略 

徐液公司秉承“诚信、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依托徐工集团，坚持

产品技术性能水平、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持续改进，

推进液压缸“精品工程”。

2001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4

年通过 ISO14001 环境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的认证，2007 年荣获国家安全质量标准化机械

制造业证书。

公司积极构建具有徐液特色的质量文化，打造“精

细、可靠、先进”的产品理念，先后荣获“全国质量

“徐工”牌液压缸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是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专注液压产品的设计制造逾

30 年。公司的产品广泛使用在各类工程机械、港口机械、船用设备等行业。公司的产

品充分考虑客户的使用工况，为客户提供在港口、极寒等极端条件下正常工作的产品。

关注安全及质量，优化重量，减轻主机负担。2006 年以来，公司业务以平均每年超 30%

的速度增长，预计 2013 年目标为实现销售收入 13.5 亿元。 

管理先进企业称号”、“江苏省质量管理奖”、首届“市

长质量奖”、“江苏省质量信得过企业（产品）”、“名

优新机电产品”、“江苏省名牌产品”等称号。

推行精益生产，提升质量水平。全面推行精益生

产，精益管理活动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1+2+3+3”

精益推进模式。成立以车间工段为单位6S改进团队，

为使 6S持续深入开展下去，成立专门的 6S推进小组，

固化 6S 推进内容、制定标准流程模式，并在各生产

车间均设有 6S 专员，指导活动的开展。设备实施 TPM

建设，通过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全系统员工参与的生

产维修和设备保养活动，以维持工艺装备国内一流、

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通过 6S、TPM、QCD 改善、目

视化、精益布局等项目的推进，建立了车间级和公司

级的快速响应体系，通过分层上升的快速响应机制，

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同时，搭建了基础管理系统，包

括：标准工时收集分析系统、TPM 样本区域建设、SPC

数据收集系统、现场质控点管理系统等，为后期精益

向纵深推进做好铺垫。

开展多种形式的质量管理模式，打造高可靠性产

品。从 2009 年起全面开展六西格玛活动，构建了以

公司领导及各部室负责人为核心的精益六西格玛管理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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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分管副总为倡导者，内部黑带为核心的项

目推进团队。通过以项目培养人才的方式，将六西格

玛文化传播至公司各层次人员，自上带来管理理念的

创新，自下带来个人业务能力的提升。针对客户反馈

的质量问题和生产现场存在的质量隐患，启动“快速

问题解决程序”。对简单、原因较为明确的问题由责

任人即时整改，以问题清单的形式进行跟踪；而对于

批量问题，则通过 A3和 8D报告的形式进行跟踪整改，

同时对于反复出现的问题，则组建课题 QC 小组进行

分析；对于需要深入流程细化分析的问题，则在公司

层面成立六西格玛项目团队进行攻关解决。进行检测

试验手段的评估，完善检测体系。

雄厚的技术与制造实力是自主创新的源泉

徐液公司拥有高层次专业产品研发队伍，并长

期与吉林大学、江苏大学等科研院所密切合作，成

为全面实现产品自行开发、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创

新源泉。依托徐工集团国家级技术中心、工程机械

试验研究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不仅为新品开发提

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证，而且使新产品的可靠性得

到了充分验证。

徐液具有核心技术生产的液压缸为徐工主机提供

了强大支撑。挖掘机油缸采用负荷传感、计算机控制

测试等技术提升缓冲性能，提高主机操作舒适性；采

用进口密封件并结合本公司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密封系

统进行优化，提升密封系统使用可靠性；杆体、衬套、

轴承等零件采用特殊加工工艺及新材料，为适应恶劣

工况提供源头保证。

国际先进的制造工艺，是自主创新的保障。成功

开发了缸体冷拔工艺，彻底解决了大长油缸的原材料

问题，填补国内薄壁油缸生产的空白。采用先进的智

能式珩磨及刮削辊光工艺，实现了缸筒的在线检测、

修正，实现了高精度高效率。活塞杆加工采用无心磨、

无心砂带磨工艺，计算机控制的井式、连续通过式电

镀工艺，表面中频淬火工艺，可适应高频率、高腐蚀

性等恶劣工况下使用的液压缸需要。焊接工艺除采用

CO2 气体保护焊、焊接机械手自动焊接外 , 摩擦焊接

工艺已普遍采用，避免了焊接缺陷，无焊接烟尘排放，

做到了健康、安全、经济、环保。

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公司不断采用先进的设计研发手段，CAD、PRO/E、

PLM、CAPP 等先进设计手段使液压缸的设计、制造更

加安全可靠、经济、高效。

油缸结构设计持续改进。根据主机的不同工况，

设计不同结构配置的液压缸，并在解决油缸的低摩擦、

无爬行技术方面取得较好效果。油缸的可靠性接近国

际同类产品水平。

新型材料的率先应用。为降低液压缸的摩擦力，

提高其负载效率，在液压缸支撑元件的选取上，率先

使用无油自润滑轴承作为油缸支撑件，其摩擦系数小，

接近冰面摩擦。液压缸外连接部位支承材料也采用了

同类新材料。

活塞杆表面耐腐蚀性的深入研究。为满足活塞杆

表面的高耐蚀防护要求，在对活塞杆表面热处理、电

镀工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表面采用复合镀层，现已

普遍应用于各类油缸中。

近 3 年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7 件，最近又申

请发明专利 2 件，实用新型专利 7 件，拥有科技成果

转化 37 项，形成近 30 个系列适用于工程机械、建筑

机械等不同行业的液压缸、液压系统产品，批量装备

在全地面起重机、汽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消防车、

随车起重机、装载机、高空车、旋挖钻机、挖掘机、

船舶、桥梁设备等主机上。

组织实施研发项目 70 多项，其中，新产品研发

项目60多项。荣获“江苏省、徐州市高新技术产品”21

项；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行业技术进步奖 13项；“江

苏省专利新产品奖”3项；省、市级科技进步奖8项。

“QAY500 全地面起重机六缸拉销互锁式油缸”被列入

“2010 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产品获“省专

利新产品金奖”称号；完成省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市

级研发项目 1项。

公司的愿景是“国内一流，国际有名”。为实现

这一目标，徐液全体员工秉承徐工集团“担大任、行

大道、成大器”的核心价值观，推行“严格、踏实、上进、

创新”的企业精神，坚持“满足超值需求，效力社会进步”

的企业宗旨，为徐工集团打造成为一个极具国际竞争

力，让国人为之骄傲的世界级企业而努力奋斗！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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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成就品牌

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司建厂 30 年来，始

终秉诚“高效、优质、求实、创新”的企业文化精神， 

2011 年、2012 年公司连续两年被市政府授予“张家

口市百强企业”称号，2012 年“长宇牌”液压缸荣获

“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称号，2012 年 4 月在“长

宇牌”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后，公司确立了“再奋斗三十年成为世界知名品牌”

的奋斗目标。

质量管理坚持长效机制

公司于 1999 年建立了规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

编制质量体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 23个、

三层文件 42 个，2000 年 5 月通过 GB/T19001-1994 质

量保证体系认证，2000 年 6 月取得认证证书，2003

年取得 GB/T1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2012年取得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取得很好的成效。 

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建立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编写体系文件，包括管理手册、程序文件 32

个、支持性文件 14个，收集相关法律法规 300多个，

2007 年 5 月通过 GB/T2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GB/

T28001-2001 职业健康 /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07 年

“长宇”牌液压缸荣获“2012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长宇”牌液压缸品牌产品分为工程用、特种车辆用、冶金矿山用和其他领域用四

大系列，产品品种 1161 个 , 缸径从φ20 ～φ2000mm，最大行程达 18 000mm，工作压

力为 6.3 ～ 60MPa，年生产能力 12万 m。可广泛应用于工程、建筑、道路、矿山、冶金、

机场、环卫、船舶、军工等各个领域，产品主要销往国内知名企业徐工集团、三一重工、

德国宝峨、京城重工、福田、中联重科、山河智能、日本多田野等，遍及全国 27个省、

市、自治区，并随主机出口到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月取得认证证书。2008 年 11 月通过清洁生产评审

验收。2008 年开始实施“6S”现场管理，通过几年的

运行，现场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

坚持每年在质量月、安全月期间开展全员质量培

训、安全培训，定期聘请认证中心专家对质量、环境、

健康安全体系认证标准进行培训。

2009 年公司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核验收，取

得了三级证书。公司是国内《液压缸》行业标准的主

要起草单位。

品牌建设坚持自主创新

公司技术创新主要为液压缸缸径范围向大、小两

个方向研究，缸径最小可做到φ20mm，最大可做到

φ1850mm，行程达 18 000mm。研究主要非标设备有油

缸加工制造生产线中的冷拔钢管车头机、精密液压冷

拔机、半自动定位矫直机、通过式钢管超声波探伤机、

数控高速深孔镗、数控强力深孔珩磨机、数控油缸筒

双头车床、计算机控制全功能液压实验台等 9 种关键

设备的研发制造。

2009 年自主研发成功了目前国内最大的 1250 吨

液压自动精密冷拔机和 1000T 汽车吊配套油缸，填补

国内空白，接近于日本、德国等世界先进水平；2010

获奖品牌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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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自行设计研发制造的最高时速为 350km/h 的 CRH2

型动车组转向架静载试验台和动载试验台，填补国内

空白，为高端高科技产品。

设计研制的精密冷拔机是冷拔生产线中的一种关

键设备，目前已生产了三代产品，累计生产 17 台。

其质量和技术性能均达到国内最高水准，并配置了应

力封闭拉拔头、液压伺服上料机、内模装卸手的新型

高效机型，其优良性能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2011年申报了包括《液压马达驱动的深孔珩磨头》、

《双向顶推冷拔机》、《具有随动支撑条的内孔珩磨头》、

《液压自动定心中心架》、《定心进给外圆珩磨头》、

《缸内有两条辅助供油通道的油缸》、《新型液压油

缸导向套连接结构》、《机械定位锁紧油缸》等 8项

国家专利。截止目前，拥有的实用新型专利达到14项。

主要主导产品由液压缸转化为液压缸、液压系

统和非标设备三种主导产品，液压缸分为工程用、

特种车辆用、冶金矿山用和其他领域用四大系列，

产品 1161 个 , 缸径φ20 ～φ2000mm，最大行程达

18 000mm，工作压力 6.3 ～ 60MPa，其中液压缸由工

程液压缸向特种车辆、冶金矿山和其他领域发展产品

为 1560 个。

公司 2008 年被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技术中心

拥有在站博士后、博士、硕士、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省部级技术拔尖人才等 12 人。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人员 34 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55 人，各

种专业管理人员 98 人。

经营理念坚持诚实守信

2007 年 1 月 7 日公司成立诚信管理工作小组，

全面负责诚信建设管理工作。为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

约束自身行为，2010 年 10 月董事会建立了《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诚信管理制度》。2005 年 12 月，在

公司制订的《企业管理制度》中，将“遵纪守法，杜

绝失信，反对欺诈，诚信自律，维护公司声誉，保护

公司利益”等内容列入，首次将诚信理念作为员工行

为规范加以约束。

质控部通过主机在用户中的使用信息对出厂产品

进行全程跟踪，始终与主机厂保持“休戚相关，荣辱

与共”的关系。几年来，公司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售

后服务体系。为保证快速、及时地搜集主机厂家对出

厂产品的反馈意见和信息，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尤为

重要，从 2012 年 9 月又建立了产品外部信息书面反

馈报告制度。

销售中心作为涉外事务最多的一个部门，是公司

与外部交流的窗口，多年来一直坚持信奉“用户至上，

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自觉遵守合同承诺，建厂 30

年来，从未发生过合同纠纷和用户投诉案件。每年两

次的用户市场调查中，满意度达到 98% 以上，赢得了

用户的认可。

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和企业作风收到了丰厚的回

报，公司两次被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省级守

合同、重信用企业”，2007 年起连续 4 年被授予“河

北省省级信用优良企业”和“河北省诚信企业”称号。

品牌建设坚持市场认可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管理层进行组织机构

调整，以利润最大化为管理的唯一主题进行组织调整，

以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从原有的营销策略、技

巧及操作层面进行转变，保留原有营销策略、技巧及

操作层面并考虑战略层面，战略性思考是企业营销管

理保持持久优势、创新能力和营销方向的基础。

服务由传统的服务模式客户找上门改为产品试用

期的跟踪、正常使用过程服务跟踪和定期跟踪，及时

解决客户遇到的问题和将要遇到的问题，努力做到在

质保期内客户无须产品服务；分析自身的资源、知识

和能力状况，主要选择发展中国市场，同时发展国外

市场，随着企业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海外参与程度

的不断深入，逐步过渡到全球市场战略。2007 年 5月

被省科技厅认定为“河北省液压油缸特色产业基地”，

2008年 10月被中国特产之乡推荐暨宣传活动组织委员

会命名为“中国液压油缸之乡”，2010年 12月被河北

省中小企业局授予“河北省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称号。

品牌建设促进市场推广。公司年生产能力达到

12万m，产品主要销往徐工集团、三一重工、德国宝峨、

京城重工、福田、中联重科、山河智能、日本多田野

等知名企业，产品可广泛用于工程、建筑、道路、矿山、

冶金、机场、环卫、船舶、军工等各个领域，遍及全

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并随主机出口到 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品牌表彰活动申报材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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