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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

平总书记在宣传思想工作重要论述中明确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

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行业媒体，与行业全心全意践行装备制造业的“主机与配套同步发

展战略”，执行“尽快扭转重要配套件依赖进口局面”的艰巨任务。坚持“面向企业、面向生产、面向

应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刊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同心协力搭建产

学研用平台，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创新成果，注重产业化应用，为实现企业、政府、社团同步联动，

发挥着行业旗舰媒体的积极作用，为创新服务理念，开展务实有效工作发出行业媒体的正能量……。

为此，多年来，杂志社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深入行业、

企业和高校，了解本领域学科发展、科研成果、产学研用结合情况；组织高新技术展区，展示高校最新

科研成果；组织技术交流，推进行业技术进步；组织技术培训，搭建学习再教育课堂；组织主机与配套

市场对接，帮助企业寻找用户，参加主机展会，积极开拓市场等活动。

杂志社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和工作方法，2014 年社领导又率编辑们相继走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燕山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校，收集到一批具有代表性

的流体动力领域的科研成果，并经编辑整理陆续刊登在杂志“企业之声”栏目中，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

合创建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杂志社还将继续走访更多的高校，不断推动产学研的合作。望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关注，学

习与分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系成立于 1960 年，其前身是“流体传

动与控制”教研室，1981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为硕士点，1986 年批准为博士点，同年“流

体传动及控制实验室”被批准为航空工业部开放实验室，2000 年更名为“机械电子工程系”，2002 年

被评为国防科工委重点学科，2007 年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是航空类院校最早设立的具有航空航天特色

的学科。主要从事复杂电液系统与装备、液压系统的振动理论与多学科优化设计、先进舵机及其控制系

统、液压系统健康管理与可靠性、气动节能技术与机器人等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面向国防与国民经

济两个主战场。在飞机功能系统设计与容错控制、综合仿真试验等技术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历任系主任

是王占林教授、裘丽华教授、李沛琼教授、焦宗夏教授、王少萍教授和刘永光副教授。

机械电子工程系目前师资队伍强大，有长江学者2人、长江讲座教授1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

跨世纪与新世纪优秀人才 3 人，中国青年科技奖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 1 人，511 人才 1 人，共有教授

（博士导师）8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6 人，工人 1 人，拥有教育部创新团队 1 支。获得国家 973、国

防 973、国家 863、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防重点预研攻关、国家重点型号、国际合作等大量科研

项目资助。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另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

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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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飞机自馈能式电

液一体化刹车系统

研究内容：飞机刹车系统是

保障飞机正常安全运行的重要作动

系统。目前仍普遍采用发动机驱动

集中泵源带动的刹车，从起落架舱

引出多套长管路，故障率高。因此

提出自馈能式一体化刹车系统，回

收机轮动能用于飞机刹车。主要理

论与方法创新包括：①完成了自馈

能刹车系统的设计方法和数学模型

的理论研究；②设计了基于李雅普

诺夫理论反演设计方法的防滑控制

算法；③提出基于高速开关阀和滑

移率大闭环的流量阀刹车控制方案。

项目名称：大型飞行器多通

道分布式全机结构试验加载与协同

控制

研究内容：结构是飞行器的

“骨骼”和“肌肤”, 是直接关系

到飞行器安全性、可靠性和承载能

力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全机结构试

验系统规模大 ,加载系统构型经常

需要根据变化试验需求变化。全机

结构试验一直受到各大航空航天强

实验室负责人及实验室简介

◆焦宗夏(1963-)，教授，博士生

导师，研究方向包括：复杂机电装备设

计与控制、多电飞机技术、机载机电设

备与驱动作动系统、流体传输管路振动

与主/被动控制技术、机电系统的智能

化设计仿真、工程装备的液压节能技术。

◆实验室介绍：本实验室隶属于

教育部“飞行器流体动力控制与操纵

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焦宗夏教授）。

本实验室包括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名，

副教授 1 名，讲师 2 名。2006 年获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0 年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项目名称：高性能空气动力

电液、电动负载模拟器与动态力控制

研究内容：高性能空气动力

负载模拟器是飞行器地面试验必备

设备，用于地面模拟飞行器舵面所

受的空气动力、惯量、摩擦等强时

变与非线性载荷，完成飞控系统的

半实物仿真与飞行器执行机构测试

等。核心模块由负载模拟器台体、

液压 / 电动 / 气动伺服加载通道、

能源系统和负载模拟器测控系统四

大部分，可对力 / 力矩精确跟踪和

控制。核心技术有：舵机任意高速

运动中的加载，高动态力控制，系

统体系结构与一体化设计，大动态、

大柔度、超大惯量的加载问题。主

要理论与方法创新包括：①提出速

度同步解耦控制理论，突破了高速

运动加载技术的难点；②复合控制

方法；③负载模拟器性能评价体系、

一体化优化设计技术。

课题组自从 1998 年研制出国

内第一套数字化高精度多通道空气

动力负载模拟器以来，不断突破系

列关键技术，应用于多型电液、电

动和气动负载模拟器。

流体动力与机电工程实验室

国的重视和投入，协调加载控制系

统的核心技术一直以来完全被国外

公司垄断。主要理论与方法创新包

括：①功率电传电液一体化加载力

作动创成原理与能量调控；②极多

通道高动态协同加载控制理论研究；

③分布式全机结构试验系统新体系

及综合控管研究。取得成果主要有：

设计了功率电传加载力作动虚拟样

机及实物；完成多通道协调同步加

载问题仿真及虚拟样机设计。

项目名称：飞机液电混合动

力与作动系统新体系创成与优化

研究内容：动力与作动系统

是影响飞机正常安全飞行与操纵性

能的关键子系统之一。A380 首次采

用 2H/2E 架构，异构能源与多作动

器构成的体系复杂，系统构型对系

统的可靠性、重量、能耗和飞行品

质影响复杂。创建非相似余度电液

动力控制与作动系统的复杂拓扑构

型体系，满足可靠性、功重比、能

耗和飞行品质综合要求是一个巨大

挑战。主要研究：①复杂异构系统

深度优化理论与方法。建立飞机液

压能源系统、分布式液压作动系统

的可靠性、功重比和效能模型，构

建适航安全、飞行品质、功重比和

能耗的多学科多目标优化模型，提

出针对复杂系统多目标离散—连续

混合大规模深度优化方法，采用分

层迭代优化，获得最优电液动力控

制与作动系统配置；②复杂异构系

可靠性评价方法。建立基于分层余

度管理和性能降级的可靠性模型，

研究飞机非相似余度电液动力控制

与作动系统余度配置、性能降级特

性，建立基于性能的可靠性模型，

分析作动系统性能降级对可靠性的

影响规律，建立动力与作动系统的

◆联系方式：

  zxjiao@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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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树模型，针对作动系统特点，

根据飞行操纵最小舵面组合，提出

作动系统复杂网络最小路解算方

法，实现动力与作动系统的可靠性

评价；③作动系统重量优化。基于

部件物理特性相似定律，获得作动

系统重量评估公式，通过智能优化

算法优化系统设计参数，实现重量

最优系统设计。

项目名称：多电飞机动力与

作动系统能量综合匹配与控管

研究内容：目前民用客机普

遍采用的三套液压系统（3H架构），

存在共因故障的缺点，为进一步提

高可靠性，A380 首次采用 2H/2E 架

构。由于液压作动器和多电作动器

有着不同的能效特性，如何通过不

同形式能量综合匹配与控管实现能

效的提高是值得研究的挑战。主要

研究内容包括：①高效非相似余度

作动系统控制，由于液压作动器和

电动静液作动器在不同的负载和速

度下具有不同形式的效率特性，因

此以效率优先为目标进行舵机控制

规划，在切换过程中通过负载感知

和智能分配实现平滑切换；②全任

务包线液电非相似作动能量综合管

理的研究。针对任务包线中液压能

和电能的需求存在互补性，提出利

用液电混合作动架构，按照飞行包

线实现液压和多电作动的综合管理。

项目名称：直线式电静液作

动器

研究内容：航空器舵面的驱

动方式目前大多为液压舵机驱动，

需要液压管路来完成发动机泵到末

端作动器的功率传输，即功率液传，

这种模式故障率高。功率电传已经

被认定为发展方向，实现的关键部

件是在舵面处完成电能到机械能转

换与控制的作动器，其一种技术路

径是电静液作动器。目前应用的电

静液作动器多为旋转电机驱动斜盘

柱塞泵这种系统架构，旋转轴系惯

量大，作动系统频率响应不够高，

工艺优化潜力不大，在原理上寻求

突破才能大幅提升作动器性能。主

要理论与方法创新包括：①直线谐

振电机直接驱动吸排油柱塞和配流

阀；②模块化单元集成设计；③不

同单元吸排油柱塞和配流阀协同配

合；④谐振电机往复运动频率高，

提高泵系统流量动态调节能力，提

升作动器频响指标。目前取得的成

果包括：设计出直线谐振电机样机

并完成了仿真优化，同时设计了协

同配流泵原理样机、作动器原理样

机、油冷电机高度集成化作动器虚

拟样机。

项目名称：机载高可靠余度

直接驱动作动系统

研究内容：作动系统是影响

飞机正常安全飞行与操纵性能的关

键子系统。目前普遍采用的喷嘴挡

板先导伺服阀存在对油液污染敏

感、容易堵塞故障等缺点。采用

直接驱动伺服阀可以有效提高可靠

性，是电液作动系统的发展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①音圈电机直接驱

动伺服阀，提出一种新型 Halbach

阵列音圈电机，优点包括输出力大、

频响高，采用基于 DSP 的控制器和

液动力补偿的滑膜控制策略，频宽

超过 450Hz。采用阀芯直接驱动，

不易堵塞先导级，具有高可靠性；

频宽超过 450Hz，动态性能高。提

出互斥串联余度永磁设计，实现 3

余度直接驱动阀（DDV）；②螺旋

先导伺服阀，结构简单、抗污染能

力强、驱动功率大、频响高、驱动

简单，适合开发大功率的伺服阀，

样机流量超过 300L/min，频宽超

过了 120Hz，达到了同功率等级伺

服阀先进水平，螺旋先导结构余度

设计简单，可以采用串联结构，电

气余度与机械余度连接方便，非常

适用于大功率多余度电液航空作动

器；③压电陶瓷直接驱动伺服阀，

设计了一种多刚体预压紧式串联驱

动结构，压电陶瓷只承受轴向载荷，

可以避免压电陶瓷损伤，易于控制，

频响超过 700Hz，提出一种封闭容

腔放大结构，采用不同面积的柔性

铰链实现放大，通过流体实现力传

递，可以实现高频位移放大，频响

超过 300Hz。

项目名称：工程机械液压系

统与部件

研究内容：多路阀是工程机

械最为重要的核心控制元件，目前

多路阀技术在结构优化设计，比例

电磁铁驱动等方面还有待提高。采

用数字控制器的独立负载多路阀和

负载敏感技术结合，是工程机械多

路阀技术的发展方向。研究的独立

负载多路阀打破进出口节流面积一

致的耦合，具有两个自由度，独立

控制流量和压力。新型液压半桥先

导级结构，先导阀芯的斜槽与先导

阀套两个通油孔组成半桥阻尼结

构。先导阀芯由步进电机驱动产生

旋转，打破半桥阻尼平衡推动主阀

芯移动。步进电机采用数字控制器

驱动，实现数字智能控制。该多路

阀的创新和优势在于：液压半桥结

构驱动力大，动态响应好，抗污染

能力强，多余度设计；流量压力复

合控制策略，结合负载敏感技术，

节省更多能量；数字式智能控制。

项目名称：复杂管网流固耦

合模型与计算

研究内容：液压系统中的流

体振荡和结构振动会带来结构破

坏、寿命下降和噪声辐射，这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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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负责人及实验室简介

◆王少萍（1966-），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复杂机电系统

故障诊断、预测与健康管理，可靠

性与加速寿命试验，机电系统建模、

仿真与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实验室介绍：本实验室隶属

于教育部“飞行器流体动力控制与操

纵创新团队”（团队带头人焦宗夏教

授）。本实验室包括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1 名，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

名，国外客座教授2名，副教授1名，

讲师2名，博士后3名，博士生10人，

留学生2名，硕士生23人。获得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5项。

近年来，发表专著2本，发表SCI论

文50余篇，出版英文著作1部，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

项目名称：机电系统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

研究内容：提出了机载机电系统多源进化融合的故障诊断理论，建

立基于控制模型与作动系统实际动态响应补偿的参数退化模型，确定故

障条件下参数退化关系，引入进化融合思想，将物理失效特征与辨识参

数融合得到当前状态趋近故障域的趋势函数，从而创成了机载机电系统

多源进化融合的故障诊断理论。提出了基于失效物理与数据驱动的故障

预测理论，结合机载机电系统失效物理模型与数据驱动方法，揭示实验

室寿命试验获得的载荷历程与外场飞行剖面的映射关系，采用等维新息

更新与相似数据插补更新等方法动态修正寿命评估模型，以提高故障预

测精度，从而得到了实时更新循环迭代的健康管理理论。研究成果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并应用于国产大

型飞机关键元部件的健康监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项目名称：液压泵的多场耦合分析与性能退化规律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轴向柱塞泵中缸体—配油盘摩擦副，基于压力场和

温度场性能退化关系，提出了混合润滑模型。使用 Hertz 接触理论描述

缸体—配油盘表面间的接触力，基于雷诺方程建立油膜压力分布模型，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表面形貌分析和动态特性分析，并基于时变的

边界条件，得到液压泵的多场耦合性能退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相比传

统的流体润滑模型，本研究成果的混合润滑模型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机载机电系统健康服役与可靠性实验室
动被称为流固耦合（FSI）。流固

耦合振动可以由阀的启闭、泵的突

然启停、泵源脉动以及机械结构振

动输入引起。其研究涉及许多领域，

包括流体传动系统、水供给系统、

火电站、核电站、石油天然气工业、

以及动脉血管等。复杂管路系统的

建模求解方法是难点。主要理论与

方法创新包括：①复杂管路系统进

行建模与求解；②精确高效的频 /

时域求解方法；③弯管内流体摩擦

模型。取得的主要成果有：①复杂

管路系统的建模与求解，包括任意

弯曲管路、复杂支撑形式、多分支

结构、多源结构振动输入，精度达

到 90% 以上；②三维管路的流固耦

合有限元分析；③流固耦合模型的

功率键合图表达。

项目名称：液压系统流体脉

动消减技术

研究内容：液压系统中的振

动源包括液压泵的周期流量脉动、

负载端的流量突变、以及外部结构

振动输入，其中泵源流量脉动为

主要激振源。因此，抑制泵源引起

的流体脉动是降低系统振动和噪

声水平的重要方面。方法在于改

进和优化泵体结构、采用主动控

制技术或被动消振元件进行调节。

高频脉动分量的消除是难点。该技

术有两个创新点，一个是双边溢流

拓宽消振频率，另一个是谐振原理

的被动消振技术。目前取得成果主

要有：①柱塞泵流量脉动模型精度

达到 95%（与 CFD 结果相比）；②

基于压电陶瓷的高频响溢流阀，具

有双边溢流结构，频宽达到 700Hz

（4.5L/min）；③主动消振 LMS

算法及多参数优化方法，消振效果

超过 40%；4）谐振式被动消振器，

泵源压力脉动消减 50% 以上。

◆联系方式：

  shaopingwang@buaa.edu.cn

  研究团队主页：

  http://www.lhsr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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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机电系统的可靠

性设计与试验

研究内容：针对机电系统高

可靠服役的重大需求，重点开展了

机电系统性能可靠性理论、多元约

束机电系统可靠性优化设计、液压

伺服机构贮存寿命研究，以及多应

力综合试验方法研究。提出了性能

演变的动态可靠性概念，考虑故障

相关约束，设计出基于仿真模板的

性能退变算子，将传统的二元可靠

性理论发展成基于性能演变的动态

可靠性理论。考虑到机电系统使用

工况的多源影响，深入揭示机电元

部件及系统贮存失效机理，设计了机

电系统贮存性能退化实时监测方法，

给出基于多元约束的可靠性参数优化

设计算法。本研究还给出基于机电系

统任务剖面的应力等价综合试验方

法，实现了某型液压/电动伺服机构

可靠性优化设计和试验评估。

项目名称：大型复杂网络可

靠性耦合理论与评估方法

研究内容：深入剖析复杂网

络系统的容错运行机制，探讨网络

故障产生、传播、扩散机理，揭示

网络故障造成信息流变化的动态流

量模型，引入控制理论，设计非线

性鲁棒资源调度策略，发展和创成

了面向服务性能的复杂网络综合可

靠性理论和可靠性评价方法。研究

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并成功应用于某型机载网络系

统及体系可靠性评价分析中，为大

型复杂网络系统及装备体系资源优

化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项目名称：机电产品加速寿

命试验

研究内容：基于典型机电产

品的工作剖面，充分分析其故障机

理，借助微观和宏观分析方法探究

导致故障发生的物理、化学或机械

的过程，提炼关键故障发生发展规

律；研究典型机电产品性能退化与

载荷历程的关系，根据实际运行剖

面，采用雨流法和波动中心法等方

法，设计变载荷多应力加速寿命试

验载荷谱；针对典型机电产品承受

交变应力和动态变化的应力作用顺

序，提出了基于相关性分析和比例

风险效应的加速寿命试验建模方法

和基于Manson疲劳曲线和累积损伤

理论的加速寿命试验建模方法；为

了解决典型机电产品小样本量估参

难题，采用样本复用技术和实时性能

退化分析方法进行数据拓展，实现了

机电系统的精确寿命估计。所提出的

加速寿命试验模型、载荷谱设计方法

和小样本估计方法先后以液压泵、固

体润滑轴承、谐波齿轮减速器为对象

进行了验证，取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

项目名称：机电系统高性能

非线性控制理论

研究内容：针对复杂机电控

制系统的非线线性控制问题，提出

了新型的自适应模糊控制算法。该

算法采用基于非连续映射的参数自

适应律估计未知系统参数，采用

Takagi-Sugeno 模糊逻辑系统对系

统中由未建模动态引起的非线性未

知系统方程进行补偿，闭环系统鲁

棒性通过鲁棒算法保证。为了进一

步提升控制效果，针对摩擦、死去

等机电系统典型非线性特征进行补

偿控制。针对非线性摩擦，提出了

基于新型进化算法的 LuGre 摩擦模

型参数辨识技术，设计了基于非连

续映射和光滑切换函数的双观测器

解决了 LuGre 模型在实际数字控制

系统中的应用问题。针对死区非线

性，设计了基于光滑逆函数的死区

补偿算法，解决了传统死区补偿算

法可能带来的实际控制信号抖动问

题。上述方法已经成果应用于大量

电液 / 电动驱动的位置 / 力伺服系

统中，取得了良好的控制效果，相

应成果发表 SCI/EI 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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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测试、伺服控制和负载模拟问题，

在国家自然基金、航空基金和多家

厂所横向课题支持下，研究了多种

伺服控制策略和计算机控制实现技

术，率先将微分几何精确非线性控

制理论引入电液伺服控制领域，提

出考虑力传感器刚度影响的电液力

控制器系统控制策略，研制多种机

电产品性能试验系统和舵机操纵模

拟及负载模拟系统，解决了型号多

种产品性能试验的需要。

项目名称：高速铁路铺轨机

控制与操纵系统

研究内容：针对无缝长钢轨

高速铁路铺轨机的自主设计制造需

求，开发了包括作业车，运枕龙门吊，

轨枕输送、传递和摆放，钢轨牵引

等多种作业协调的流程作业式施工

装备的网络化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解决了作业间的协调与控制问题和

多种网络信息的融合问题，成功地

应用于达成和郑汴铁路的施工。

项目名称：负值载荷作用下

电液动力机构运动控制

研究内容：针对工程车辆电

液行走系统、机械臂及平台升降系

团队带头人及团队简介

◆李运华（1963-），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飞行器 /车辆 /工程机械液压与机电控制，飞行器环控与生保系统中

的流体传输与机电综合控制，输配电系统优化与健康管理，液压与机

电系统计算机测控与实时仿真等。

◆团队介绍：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李运华教授，杨丽曼副教

授及 交叉学科合作教授李运泽、董素君和庞丽萍教授等。团队有博

士后 2 人，博士生 11 人，硕士生 16-18 人。团队获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 1项；发表 IEEE Transactions 论

文 10 篇，SCI 论文 30 余篇，EI 论文 9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6项。

项目名称：大型桥梁施工机

械网络化电液比例控制

研究内容：针对多轴驱动多

模式转向大型工程机械的网络化电

液比例控制问题，提出了软件转向

梯形设计理论和基于轮廓误差的协

调跟踪控制策略，研究了现场总线

网络环境下的多轴电液比例控制策

略，开发了重型成套系列桥梁施工

装备，成功应用于我国高速铁路桥

梁施工，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 863 计划等资助。

项目名称：多施工装备定位

与协调控制

研究内容：针对重型不可拆

构件在移动场地受限情况和单台设

备不能满足搬运能力的搬运问题，

提出一种基于工程机械班组控制的

解决方案，研究了基于 RTK-GPS 和

扩展 Kalman 定位方法和无线网络

的协调控制策略，所开发的协调控

制系统成功应用于舟山连岛大桥施

工，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名称：电液伺服控制理论

及机电产品性能测试和负载模拟系统

研究内容：针对机载产品性

载运装备与工程机械液压传动与机电控制团队

统和起重机起升 / 卷扬系统所存在

的持续负值载荷作用下的缓速与速

度平稳调节问题，研究平衡阀、进

/ 回油独立调节、负值载荷能量回

收和缓速泵压力平衡等多种缓速控

制策略和缓速情况下的速度调节策

略，研究成果应用于隧道管片车电

液行走控制系统，并得到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名称：高速热风洞燃油

流量与温度控制

研究内容：针对热超音速燃

烧结构部件热强度试验和温度传

感器动态标定所需高响应温度场

的模拟问题，开发了基于电液比

例燃油流量控制和空气 / 燃油质量

流量比控温的热风洞燃油温控系

统，成功地将电液比例控制应用

于燃烧及温度控制领域，达到了

400℃～ 1700℃温度范围可控、30-

50s 响应时间和控温精度 10℃的性

能指标，满足了热强度实验和传感

器动温标定的需求。

项目名称：输配电系统动态

分析、状态监测与优化

研究内容：针对输配电系统

◆联系方式：yhli@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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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牵引配电）中的传输线动态分

析、状态检测与故障特征提取、潮

流计算与优化调度问题，建立了牵

引供电系统和配电网的数学模型，

分别提出了基于 Hilbert-Huang 变

换及非线性分形理论特征提取方法

和 Pareto 集多目标优化算法，实现

输配电系统优化和地铁牵引供电系

统故障保护，并在地铁牵引供电系

统和县级配电网进行了成功应用。

项目名称：飞行器机电伺服

控制与力控制

研究内容：针对飞行器机电

液压伺服控制与力控制问题，研究

非线性特性描述与建模、非线性控

制律设计、干扰补偿和 H-inf 鲁棒

控制等问题，并在电液加载系统和

发动机推力矢量控制中应用。

项目名称：飞行器机载机电

系统热 /结构分析

研究内容：针对飞行器机载

系统和运动体机械热结构部件的热

结构一体化损伤分析和热控制问

题，建立热与性能耦合的一体化模

型和数值计算模型，进行了多种部

件的热结构性能一体化分析。

项目名称：机载环控与生保

系统机电综合与实时仿真

研究内容：针对飞机环控系

统和空间站环控生保系统，研究环

控系统多工质多能域换热和能量综

合和空间站环控生保系统物质能量

闭合与机电综合控制问题，建立描

述换热、能量综合和物质闭合的数

学模型，建立基于 Matlab/Simulink

的快速原型仿真系统，实现理化再

生生保方式评价和补给品供给优化，

进行故障注入与故障响应分析，满

足环控系统优化可靠运行的需求，

拓宽流体传动与控制的应用领域。

团队带头人及团队简介

◆蔡茂林（1972-），教授，博

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包括：

压缩空气系统节能技术、高效大规模

压缩空气储能技术、气动系统精密测

量及控制、智能医疗器械方向的教学

与科研工作。

◆团队介绍：团队包括“国家千

人计划”特聘专家、教授1人，讲师1人，

博士后 3人。获得 2012 年液压力气动

密封行业技术进步一等奖，2013 年中

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项目名称：压缩空气系统节能技术体系

研究内容：压缩空气系统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制造生产现场，其年耗

电量高达 2800 亿度。针对我国压缩空气系统普遍存在的“效率低效、能量损

失严重、监测困难”等问题，开发了针对末端用气设备的适压 /适量供气的关

键技术以及泄漏检测新方法，提出了基于用气预测和负载匹配的空压机群智能

控制方法并研发了控制系统，研发了针对输送环节的节能管理关键技术并发明

了相关设备，建立了压缩空气能耗评价标准并确立了节能诊断中节能率测算方

法，最终形成了“一套节能率高达30%、投资回收期在一年左右的节能技术体系”。

本技术体系提出的源头按需供给的“省能”和末端减少需求的“节能”理念，

构成了从源头至末端的系统节能思想，打破了传统单机节能模式，更加注重末

端精细化、个性化节能，整体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该技术体系已

先后应用于冶金、造船、化工、汽车、化纤、电力、机电等行业近 30 家企业，

得到用户企业的一致高度评价。

国家高新工程项目，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液压液力气

动密封行业技术进步一等奖。

项目名称：压缩空气动力发动机

研究内容：本技术利用高压压缩空气中的有效能驱动曲柄连杆机构输出

机械能，可用作多种交通工具的动力设备。本技术在成熟的内燃机基础上，

通过对动力结构及压缩空气系统建模仿真，分析并优化了机体各项参数，实

现了最优的性能输出，使压缩空气能量得到高效利用；设计了导向滑块压力

平衡阀门，攻克了压缩空气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进排气阀门的前后压差大和泄

漏问题；基于快速降温模型和温度场仿真，设计了发动机换热系统和本体换

热结构，解决了冰堵问题；利用高速单片机和快速传感器组建的车载电子管

理单元和通讯系统，实现了智能配气，极大地提高了发动机的工作性能。本

发动机具有安全、高效，工作过程中无污染物排放等优点，可应用于高尔夫

球车、旅游观光车、巡逻车等代步车。

压缩空气能源与气动控制技术研究团队

◆联系方式：

  caimao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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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基于模拟自然咳嗽

的安全、高效、自动吸痰技术

研究内容：吸痰是临床上一项

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及护理措施，

但是现有的吸痰技术不仅存在安全

问题，而且效率低、不能按需自动

吸痰，无法满足临床需求。针对无

法自行咳痰的病人，突破 3 项关键

技术：吸痰时刻在线辨识技术、模

拟人类自然咳嗽的吸痰系统智能控

制技术、具有自学习功能的病人呼

吸模拟技术，最终形成了一套“基

于模拟自然咳嗽的安全、高效、自

动吸痰技术”。本技术通过实时监

测病人痰液淤积程度，确定病人需

要排痰的时刻；通过在线检测病人

的呼吸力学特性，确定最优的吸痰

气流，从而保证吸痰的高效性及安

全性。本技术可以兼容各类呼吸机，

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项目名称：液态压缩空气储能

技术

研究内容：液化空气储能相比

传统压缩空气储能以其储能密度高的

优点，适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储

存，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传统基于

开式循环的“电能 -冷量  - 压力  -

电能”方法，通过增加泵的输出压力

来提高储能密度及效率，对储能系统

的耐压和密封要求高、系统复杂、成

本高。为此，提出了开 - 闭式斯特林

液化空气热功转换方法，主要理论与

方法创新包括：①提出了开 - 闭式循

环的“电能 - 冷量  - 电能”方法，

引入斯特林热机代替涡轮机，实现了

冷量  与电能的直接转换，避免了泵

加压环节。②提出了开 - 闭式斯特林

热功转换机构，将传统斯特林热机的

冷端与液化空气容腔连通，并在热端

增加排气口，液化空气气化后进入工

质循环膨胀后排出，实现了压力  与

机械能的转换。

个人简介

◆严亮（1972-），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先进驱动和机器人技术。先

进驱动包括：多自由度球电

机，微纳电机、大功率直线

驱动电机、电磁场技术与应

用、高精密运动机构设计及

其控制、现代制造装备驱动。

机器人技术包括：仿生机器

人技术、微型机器人、生物

医疗机器人、机器人智能检

测技术、智能模块化可重构

机器人等。

项目名称：单关节多自由度球电机

研究内容：传统的多自由度旋转运动由多个单轴电机加上复杂

的连杆机构通过串联或者并联的方式组合而成，这种多自由度旋转

机构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如结构庞大、效率低下（相当一部

分功率用来支撑系统自重）、运动精度低等。球电机是一种能在单

关节上实现多自由度旋转运动的新型设备，能有效地克服以上缺陷，

具有结构紧凑、惯量小、无回程误差、无奇异点等非常突出的优点。

这种一体化的多自由度旋转机构在工业机器人、高精密加工和装配、

MEMS、雷达和激光跟踪、航空航天设备及汽车工业等领域存在着广

泛的需求。本项目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创新包括：①首次将二维

磁极分布拓展至三维空间阵列，有效地解决了球型电机力矩偏低以

及缺乏有效姿态检测方法等重要技术瓶颈问题，同时也极大地拓宽

该领域的研究方向；②将无量纲化技术引入到球型驱动器的设计与

分析中，针对空间磁场测试结果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在永磁球型

驱动器的研究中建立了无量纲化数据库和实验参考基准；③提出了

基于激光技术的新型非接触式高精度三维姿态测量方法，实验证明

该方法比现有方法精度要高一个量级。研究成果受到美国佐治亚理

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荷兰埃因霍温工业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

学等国际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和引用。

项目名称：高效直线驱动技术及应用

研究内容：直线电机是一种能直接产生线性运动的电气设备，

由于不需要集成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附加装置，其结构十分紧

凑，另外，由于避免了减速器等中间传动环节带来的传递误差，直

线电机驱动具有精度高的优点，在闭环控制下运动精度可达亚微米

级。此外，直线电机还具有噪音低、组合灵活、机械磨损小等突出优点。

严亮教授

◆联系方式：

  yanlia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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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优点也使得直线电机在航

空航天、伺服控制、现代制造和装

配、交通运输、医疗器械、机器人

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课题

组在永磁直线电机、变磁阻直线电

机、圆筒 / 平板直线电机、大功率

谐振直线电机等方向做了大量深入

细致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

法创新包括：①将三维磁极阵列的

概念扩展至大功率永磁直线驱动技

术的研究，提出了空间多层次交替

阵列，有效增强了系统轴向输出

力，同时抑制了径向振动和噪声；

②建立了适用于三维空间复杂电磁

场分布的通用型解析模型，并通过

有限元仿真以及样机实验等方法验

证了模型的精确性，为高精度运动

控制提供了便利；③提出将机械谐

振和电气谐振耦合补偿的方法，从

而有效地增强了直线驱动电机系统

的输出功率密度，即在同体积的情

况下提高系统的实际输出功率。部

分研究成果服务于国家民口 973 项

目“大型飞机电液动力控制与作动

系统新体系基础研究”的核心部

分。相关研究发表在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Sensors and Actuators: Part A: 

Physical 等学术期刊及国际学术

会议上，并获发明专利若干项。

项目名称：微纳驱动与传感

技术

研究内容：超声电机的工作

原理是基于压电材料的逆压电效

应，这一原理决定了其具有低速大

转矩的特征，并且带来了无需减速

器就可以直接驱动负载的优势，不

仅减少了驱动系统的体积，而且减

小了输出部件的惯量，提高了电机

的响应速度，与此同时，还避免了

由于减速器环节带来的传递误差。

另外，超声电机转子和定子之间为

摩擦接触，在断电的情况下具有自

锁功能，保持力矩较高。定子振

动幅度为微米级，因此在伺服系统

中，比较容易实现微米级甚至纳米

级的精度。由于采用了压电材料作

为换能元件，超声电机还具有高转

矩质量比的优点，其转矩密度可以

达到传统电机的 5 ～ 10 倍。本研

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创新包括：①

提出一种新型单定子超声波驱动器

概念，其特点在于：简化了系统结

构，为驱动器的微型化设计提供了

有利条件；有助于充分利用定子的

高能量密度特性，提高驱动器的输

出力矩；便于获得多自由度旋转或

者直线运动。基于新型概念设计了

目前国际上最小的半毫米级多自由

度微纳电机；②另外，课题组与佐

治亚理工学院开展微纳发电机的合

作研究，提出了高敏感和大功率密

度的复合式纳米发电机设计方法，

并将其用于漩涡捕捉和环境流速

测量。部分成果已发表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Sensors and 

Actuators, Part A: Physics、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等行业内顶级国际期刊上。

项目名称：模块化与生物医

疗机器人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机器人研究的核

心部分之一是高性能的驱动技术，

课题组基于在先进驱动方向积累的

技术基础，开展了机器人方向应用

研究，主要包括模块化机器人以及

生物医疗机器人，目前已有部分研

究成果，如工业机器人、胶囊医疗

机器人、蛇形机器人、娱乐机器人

等。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创新

包括：①将无线通信与无线能量传

输方法应用于胶囊机器人的研究，

极大地增强了系统在人体内的有效

工作时间。值得指出的是，本课题

组的胶囊机器人研究突破了市场上

单一的内窥镜用途，将其拓展至了

更广泛的医疗和保健应用领域，并

研发了样机系统；②采用地磁场感

应器、惯性器件、视觉和超声波等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提高了系

统位置和姿态测量，以及对外界的

感知能力，实现了人机的良好互动；

③通过对传统四足机器人运动的姿

态与步态分析，应用空间机构的型

综合方法，提出一种六自由度双臂

式串并联混合驱动机构，增强了系

统的承载能力以及工作效率。基于

相关成果，申请国家发明专利5项，

成果发表在行业内在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等学

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

项目名称：基于四自由度平

台的全自动空间复杂电磁场测试仪

研究内容：空间复杂电磁场

的测试是电磁驱动器及其它电磁设

备开发和生产的重要环节，基于四

自由度平台的全自动空间电磁场测

试仪主要用于空间复杂磁场的高精

度全自动测量，其特点在于：①能

根据被测物体的形状进行轨迹规

划，并且按照空间任意复杂轨迹或

者曲面进行测量；②能针对三维空

间的复杂电磁场进行全自动实时测

量，四自由度平台与高斯计的联动

确保了测量不仅能自动采集海量数

据，同时也保证了数据的精度；③

空间电磁场从本质上说是向量场，

该测试仪不仅能实时测量空间电磁

磁通密度的大小，同时也能准确标

定其方向；④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

处理，测试仪软件系统能实时将测

量结果以可视化的方式再现空间复

杂电磁场的分布规律，并进行数据

分析。与目前市场上类似的产品相

比，该测试仪功能更加完备，结构

简单，可将成本降低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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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 创新 诚信 服务 

              成就 PTC ASIA
——记第19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4）

本刊记者  万磊  

科技 创新 诚信 服务

自 1991 年 首 次 举 办，PTC 

ASIA 展会从每两年一届发展至每年

一届，展出面积、展品内容不断扩

大，专业观众成倍增加，极大地推

动了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的国际交

流及贸易市场的发展。PTC ASIA 始

终秉承立足全球市场，为展商提供

专业展示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国

家、地区展团齐聚 PTC ASIA，带来

了丰富的、辐射向全球的市场机遇。

中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一直吸

引着全球厂商的关注，PTC ASIA 展

会又当之无愧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具

盛名、最具规模的动力传动与控制

领域的展会。在 PTC ASIA，可以与

来自全球的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获取及时的市场、技术信息。

在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采购全

球化趋势不断扩大的背景下，PTC 

ASIA 展会组织者充分了解市场对展

会的需求，在构建企业展示平台的

同时关注用户与买家，不仅为众多

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及亚洲市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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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第

十九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4），于 2014 年 10 月 27 ～ 30 日在上

海新国际展览中心盛大举办。

可以从以上数据再次肯定PTC ASIA展会“亚

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稳固地位，及其新常态下

旺盛的生命力。

PTC ASIA 展会

1991 年创办，历时 24 年

2014 年第 19 届

80 500 平方米展示面积

1 208 家展商

73 079 名专业观众

79 个 VIP 参观团

134 个商务配对会面

190 家合作媒体，横跨 72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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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机遇，更为中国市场带来了全球

采购的平台。每年展会现场，都有

大约 1/3 以上的专业观众拥有投资

或合作计划，4/5 以上为采购决策

者，约 1/3 的观众拥有明确的采购

计划。

每年有大量展商选择在 PTC 

ASIA 平台上发布最新产品或解决方

案。PTC ASIA 是展示创新技术、行

业趋势的最佳平台，每一个创新产

品或解决方案都能吸引专业观众市

场和媒体的关注。

PTC ASIA 2014 的主题是“智

能制造，节能环保”，以新产品首

发诠释了工业 4.0 产业融合发展，

以环保材料使用给予工业高效节能

最佳应答。围绕这一主题，恩福、

SKF、Argo Hytos、UTEC、ASTON、

Balluff、Stauff、科达、圣邦、黎明、

油威力、榆次液压产业集群、苏强

格、爱力、台湾气立、CKD、妙德

空霸睦、新益、索诺、星宇、亿太诺、

明宇、西普力等知名流体动力品牌

悉数登场，继续为全球观众展示最

新动力传动技术和产品，助推技术

创新、共同进步。

正是科技、创新、诚信、服务

的先进理念，成就了 PTC ASIA 展

会在全球的卓越地位。

各国贵宾  齐聚盛会

PTC ASIA 的支持单位、各国

流体动力同业组织每年都踊跃组团

参展，今年同样迎来了德国、意大

利、韩国、土耳其、中国台湾等国家、

地区展团，以及其他多国组成的国

际展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多年

以来参观 PTC ASIA 展会的土耳其

企业，今年也“抱团”参展，首次

以超过 1000 平方米的展示面积登

台亮相，成为展会中的新生力量。

为答谢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展的

同业组织贵宾，主办单位精心策划组

织了在开幕当天上午举行了贵宾见

面会。参加本次见面会的主办单位、

支持单位的贵宾有：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李利先生、

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理事长

程晓霞女士，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高级副总裁裴喜先生，汉诺威米兰

展览会（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符禹

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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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执行董事劳恩先生，意大利对外贸易

委员会上海代表处副代表卢俊和意大

利流体动力协会秘书长Farrara先生，

土耳其流体动力协会董事 Abdullah 

PARLAR 先生等。大家在见面会上亲切

交流，相互介绍了各国流体动力产业

发展情况，并就如何促进各国流体动

力产业的合作发展、PTC ASIA 展会的

共同进步等相关的话题进行交流。

见面会后，“贵宾参观团”相继

走访了各国协会、国内外重点展区：

德国展区、意大利展区和扬州广陵液

压产业园展区和重点展商。

当晚，在开幕晚宴上，主办单位

真诚答谢来自国内外流体动力产业的

同仁，真诚感谢合作伙伴、展商客户

对PTC ASIA的长期鼎力支持！

贵
宾
见
面
会

贵
宾
参
观
团

贵
宾
参
观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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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外企  新品不断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装

备制造业和流体传动产业将迎来“新

变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集成化将是必然的“新趋势”。在本

届 PTC ASIA 展会上，国际军团和中

国军团有哪些“新表现”呢？

产业集群展区是近年来 PTC 

ASIA 的创新点之一。产业集群每年

积极组织企业统一形象参展，展示了

集群良好形象和实力。

中小民营企业仍是 PTC ASIA 展

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企业紧抓机遇转

型升级，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在

展会上展示出自主研发、已在市场上

得到用户认可的新产品，受到观众的

热捧。

各国展团中不乏新面孔出现，

他们看到了中国日益广阔的市场前

景，纷纷携各自特色产品争先亮相。

◆榆次液压产业集群展区由晋

中市榆次区 9 家重点民营科技型企业

组成，各公司均展出了自主创新产品，

如山西方盛液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研

发的液压电子产品、比例伺服及放大

器、大流量插装阀、超高压液压元件

等；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高压子母叶片泵、内啮合齿轮泵；山

西海洋液压有限公司研发的高端液压

凿岩机、大口径数字油缸；山西高行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的旋转油缸、海浪

发电液压试验系统；晋中三明液压机

械有限公司的矿用高端液压立柱、采

煤机、掘进机高端油缸；山西富朗德

液压有限公司的高端管接件及总成；

山西麦克斯雷液压有限公司的高端液

压过滤器；晋中精益液压制造有限公

司的精密系列液压阀。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了已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畅销全球

的摆线液压件，摆线全液压转向器、

摆线液压马达、摆线转子泵及相关

的配套阀类产品，目前该企业摆线

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达产销

量居全球前列，在国际市场的影响

力不容小觑。

◆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展

出的 KD-A11VLO 系列重载高转速增

压型大排量变量柱塞泵，高端 KD-

A4VSO、KD-A4VSG、KD-A10V、KD-PV

系列柱塞泵，以及最新推出的满足

工程机械应用的 KD-A11V 系列排量

比例柱塞泵，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海门维拓斯液压阀业有限公

司在这次展会上一举推出了采用德

国施拉姆电磁铁的各个系列多个品

种规格的电液比例阀。其中大流量

数字式双闭环比例阀已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证书（证书号：1403271）。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与中国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装配厂联合研发的两开式轴

向间隙补偿高压齿轮泵，该泵为液

压输出提供良好平稳的动力源，不

仅具有工作快速，容积效率和总效

率高，噪声低等特点，又具有压力

高的优点。

◆宁波恒力液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展出了经过几十年自主研

发的 HLA4V、HLA10V 液压泵产品，

多年在冶金设备、锻压设备、矿山

设备、海洋船舶、特种车辆等领域

的实际使用，证明了其高可靠性和

高性价比。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展出了与浙江大学展开合作研发阀

岛及低功耗比例电磁铁，其自主研

发的 CPV-14 阀岛，共获得 3 项发

明专利授权，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展出了应

用于工程机械的斜轴式柱塞泵 / 马

液压产品

变量柱塞泵

变量组合柱塞泵

变频电机

液压阀

电液比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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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比例负载传感多路阀等全新的

高端液压产品和通用液压元器件。

◆黎明液压有限公司的新品自

锁型半自动切换式双筒压力管路过

滤器，解决了高压状态下换向较困

难、换向不到位、平衡阀启闭全手

动容易导致忘记操作、双筒压力管

路安装配管复杂等难题，产品具有

外型精巧、安装方便、过滤效率高、

功能先进等特点。

◆航天一院十八所历时4 年，

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无油涡旋真空泵”产品，并顺利

通过试验验证，现已完成试制，通

过了国家真空设备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鉴定，并获得了发明和实用新型

两项专利。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

公司研制的新产品 QDYB 系列电液

伺服比例阀，该产品已越来越广泛

地作为核心元件应用于各主机的

电液控制系统中，如闪光焊机、弯

管机、折弯机、注塑机、吹塑机、

压力机、纠偏机、涂胶机以及各种

实验设备。

◆中国航空工业第六〇九研究

所研制的 FF系列电液伺服阀是一种

高性能、双喷档、力反馈的流量控

制阀，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航海、

兵器、电力、冶金、化工、机械制

造以及各种试验设备等领域中。

◆上海科先集团展出了伺服

油缸控制系统，该系统在运行过程

中，可以做到两个伺服油缸的动作

同步，即两个油缸的收缩量随时相

同或相互之间的差值在可允许的一

定范围内。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展出新研制的 CSDM661 系列射

流管式二级电液伺服阀，选用射流

管式先导级控制，具有优良的抗污

染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液位

移、速度、力和压力控制系统中，并

具有很高的动态响应。

◆江苏鼎晟液压有限公司展出

最新产品：转阀、二位六通换向阀、

多路换向阀、安全阀、单向节流阀、

中央回转接头、背压阀、二位六通换

向阀、双向液压阀、梭阀、推土分配

阀、制动阀等。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展出了伺服比例电磁铁、螺纹联接比

例电磁铁、螺钉联接比例电磁铁、

LVDT 直线位移传感器、螺纹插装电

磁铁、矿用、化工用隔爆电磁铁，工

程防水电磁铁和交流低功耗（无噪音）

电磁铁等新产品。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液压软管总成、软管接头和

过渡接头的制造企业及流体连接系统

相关产品骨干企业，本次带来了液压

软管总成、软管接头和过渡接头等创

新型产品。

◆杭州精工液压机电制造有限

公司研制的新产品低噪声电液比例溢

流阀、电液比例压力流量阀和 SFLJ

精密液体分离机的展出，吸引了众多

观众。

◆宁波欧意液压有限公司此次

展出的 FMB 系列是最新推出的新型结

构液压马达，具有可靠性好、效率高、

寿命长、噪声低、转速范围宽等优点。

◆佛山市顺德区中意液压有限

公司展出的双列大排量液压马达，已

成功替代进口的高品质低速大排量液

压马达产品，主要应用于注塑机、船舶、

油田设备等低速大扭矩场合。

◆新乡市平菲液压有限公司推

出的“工程车液压阀”，是公司根据

国内、外工程车液压阀市场形势、行

业优势及公司发展战略而开展研制的

产品。继单联电磁阀、双联电磁阀研

制、试车成功后，在三联先导阀及手、

脚先导阀研制方面也已取得成果。

微型电磁阀阀岛

电磁阀测试仪器

密封产品

无油涡旋真空泵

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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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秦川液压件厂重点展示了内啮

合齿轮泵及其变频 / 伺服节能驱动

液压动力源，较同规格外啮合齿轮

泵具有体积小、噪声低等特点。

◆上海博顿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研发的直线—共轭型内啮合齿轮

泵，可使用矿物质液压油、水乙二醇、

油包水乳化液等作介质，具有简单紧

凑、压力高、噪声低、对油液污染敏

感度小、工作可靠、寿命长等优点。

◆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研

制的高性能水基叶片泵 CPV 是一种

结构简单、压力高、噪声较低、效

率高、使用寿命长、性价比高的节

能、环保型叶片泵，已获得国家专

利。该泵可用于高水基液，也可以

用低粘度的液压油、柴油、煤油等

液体作为工作介质。

◆上海森力玛电机有限公司展

出了各种低速大力矩交流永磁同步

电机、交流运动伺服控制电机及驱

动器等，为吹塑机行业打造的全套

液压伺服系统，由永磁同步伺服电

机、伺服驱动器和高压齿轮泵组成，

通过编码器以及压力传感器组成双

闭环反馈运算，是国内领先的高效

节能解决方案。

◆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专业

生产液压螺纹插装阀，把高耐用放

在首位，其盾安高性能液压螺纹插

装阀耐久性试验已达 1百万次。

◆台湾君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出了新品 BMV 直立型增压式打刀

器，该产品专为立式加工中心的直

结式主轴、马达内藏式主轴提供液

压动力，配合液压打刀缸使用；采

用模块化设计，控制阀采用贴壁式

连接，气缸、油缸管理内藏，不但

使气体流量大、外形简洁美观，且

节省安装工时及接头气管成本。

◆康百世朝田液压机电（中国）

有限公司带来了公司最新系列液压

产品及液压成套解决方案。

◆台湾志霖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了一整套的变频液压动力单元

的技术解决方案，其技术指标达到

了国际先进同类产品的水平。

◆ ARGO HYTOS 生产的液压产

品：泵站和集成阀块、比例阀和集

成控制电子元件，为用户提供过滤

系统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液压、

润滑和传动系统。

◆施耐德公司展出的最新款

HVM065 伺服阀，以高性能线性力马

达驱动，具有液压和电气零位调整

以及断电应急运行等功能，具备数

字化和可视化特性，符合未来电液

控制元件的发展方向。

◆ SCHRAMME 专注于电磁铁的

批量定制业务，根据客户的应用环

境，提供满足移动、制动、开关、

调节等功能的不同规格的比例电磁

铁、线性电磁铁、吸盘式电磁铁和

电磁离合器。

◆奉化市星宇电子有限公司展

出了一款带有 PC 接口的微型电磁阀

阀岛，可与计算机直接相连控制，内

藏式控制电路，和各单体阀联接可靠，

布线简洁，损耗低。可应用于纺织机

械及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中。

◆宁波亿太诺（E·MC）气动

科技有限公司新开发的电磁阀测试

仪器，能实现切换时间及最大切换

频率测试、循环寿命测试、电参数

测试、电气参数查看、节能模块参

数测试、出错提示六大功能。

◆奉化市益源气动元件有限公

司创新观念、利用新的组合设计法，

成功研制了一种新型限压阀，为企

业创造新的效益。

◆宁波市博曼开源气动工程有

限公司重视气动流水线的研发和生

产，展示的生产流水线设备有气爪、

气缸、电磁阀和吸盘组成，能够实

现产品在流水线上的传送和转移。

◆妙德集团此次展出了应用于

汽车、半导体、液晶、食品包装行

业的系列气动产品，包括真空发生

器、压力传感器、非接触吸附柄、

非接触吸盘、吸盘用芯体等。

◆太仓市明宇密封件有限公司

重点展示了自主研发的轴用组合密

封和孔用组合密封。轴用组合密封

主要用于柱塞、活塞杆、伸缩缸、

气钻、锻压机以及行走等液压设备

的密封，孔用组合密封主要用于高

压工况下的重载双向活塞密封，特

别适用于长行程密封，并在广泛的

流体和高温场合使用。

◆浙江西普力密封科技有限公

司长期致力于橡塑密封原材料性能

配方、密封件结构原理及模具等技

术工艺研发、生产及应用。其在液

压、气动、水压等方面的橡塑密封

件、防尘圈、金属防尘圈、弹性减

振件等都具有良好的抗张强度、压

缩形变、耐高低温及耐压性。

◆ NOK 展出了自主开发的新型

活塞杆密封圈和防尘圈、活塞密封

圈、活塞杆和活塞向导环，为液压

缸的效率和功能设定新标准，降低

了采购和安装成本，保证了出色的

密封性能，并且已使这些优势得到

普遍应用。

◆ KASTAS 展出了性能优异的

密封件，特别是模压橡胶类及工程

塑料密封件产品有很大优势，能根

据液压、气动厂家的需求提供密封

解决方案。

气动产品

密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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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士 SFC Koenig 集团亲切交流

2014 年 10 月 27 日，瑞士 SFC Koenig 集团运营总

监 Robert Hollinger 先生及其在华全资子公司凯威帝

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新宇先生和冯庆熙经理

等一行拜访我协会。

首先协会对 2013 年 Hollinger 先生对中国企业赴

瑞参观凯威帝工厂考察交流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同时邀请凯威帝公司参加 2015 年 PTC 展会并参加高新

技术交流活动。Hollinger 先生充分肯定 PTC 展会是非

常好的交流平台，表示未来瑞士公司将会全力支持 PTC

展会，并积极参与。

◆与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亲切会晤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与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

会（VDMA）下属流体动力分会主席金斯利先生和执行董

事劳恩先生进行了亲切会晤。

双方就 PTC 举办内容、可扩展的领域及未来发展

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 2015 年双方共同筹办 PTC

展高新技术交流活动等建言献策，提出共同组建项目筹

建小组，积极准备，分头落实。为项目的顺利实施而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交流当中还就共同促进流体动力技术进步，借助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共同组织技术专题交换意见，

并达成共识。

◆与韩国机械企业代表访问团亲切会晤

2013 年 10 月 27 日，来自韩国昌源机械企业代表

团一行 20 余人前来参观展会并拜访我协会。

中韩双方就两国液压、气动技术发展现状、市场

需求等相互关心的话题和本次参观 PTC 展及感兴趣的产

品进行了交流。韩方代表理事盛情邀请我协会组团赴韩

国考察交流，以增强两国液压、气动产业的经贸合作，

发挥两国各自的产业优势，促进两国液压、气动产业共

同发展。

双方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期待未来有更多

的交流与合作。

◆走访国际知名展商

2014 年 10 月 28 日，走访了德国 ETO 集团、德

国施拉姆电磁铁有限公司以及美国杜拉芭机械有限

公司，分别与德国 ETO 集团副总裁 Schahier EI-

Garrahi 先生；施拉姆电磁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Hardy Grandl 先生和施拉姆电磁传感技术（扬州）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范毅先生；杜拉芭机械有限公司国

际业务拓展经理 Bob O’Rourke 先生和项目经理贺立

先生进行了交流，双方就中国流体动力企业与国外企

业间深入合作、互访、交流等进行了磋商，协会希望

各企业借助 PTC ASIA 展会平台，积极寻求新的合作

机会。

国际交流  丰富活跃

展会期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李利、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副理事长程晓霞，积极与各国同业

协会、国际知名企业进行亲切会晤和交流，增进了友谊，营造了积极融洽的国际合作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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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拜访伊顿液压集团

2014 年 10 月 29 日，协会领导应邀拜访了伊顿液

压亚太区总部，受到了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兼工业集团首席运营官骆德先生、亚太区总裁何钦

鸿先生，伊顿液压集团亚太区总裁刘辉先生、市场经理

万意文女士等高管的热情接待。

在伊顿刘辉总裁的亲自陪同下，协会领导参观了伊

顿液压亚太培训中心和伊顿亚太区总部的伊顿中国研究

院实验室和产品展示厅，之后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伊

顿公司就如何共推中国液压技术的进步，倾听协会领导

的建议。还了解了中国液压市场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

中国液压市场发展规划等。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

行，双方积极探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与土耳其流体动力协会亲切会晤

2014 年 10 月 29 日，协会领导应邀拜访了土耳其

流体动力协会主席、土耳其 KASTAS 公司董事长 Haydar 

Atilgan 先生及协会主管 Abdullah PARLAR 女士。双方

就本国流体动力市场及会员企业情况做了深入交流，还

就国外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以及如何促进各国中小企

业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开拓国内外市场

等有关话题交换意见。

协会领导介绍了中国流体动力市场发展概况，并与

Atilgan 先生就外资与本土企业合作共赢，以及如何促

进中小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推动技术进步，开拓国内外

市场等有关话题交换了意见。

Atilgan 先生随后也介绍了土耳其流体动力协会的

工作情况和土耳其流体动力市场发展概况。他赞扬了中

方协会开展的工作，可学习借鉴。他盛情邀请三位

理事长一同参观 2015 年 3 月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

土耳其动力传动展（WIN 2015），并希望 2015 年

也能组织更多更优秀的企业参加 PTC ASIA 2015。

◆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工作会晤

2014 年 10 月 30 日，协会领导与德国汉诺威展

览公司高级副总裁裴喜先生、项目总监善德福先生，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符禹先

生、副总经理王桦女士进行工作会晤，就 PTC ASIA 

2015 的创新服务和主办方举办的高新技术展区、技

术交流和行业技术进步奖的发布和展示，以及高等

院校的产学研成果的展示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

成共识。

共同支持  共同进步

PTC ASIA展会一直得到各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

注和支持，合作媒体：新华社、《经济日报》、《中

国日报》、《中国工业报》、《机电商报》、《现

代制造》、《国际工程机械》、《液压与密封》、《亚

洲控制工程》、《现代汽车工业》、《柴油机进展》、《数

控机床市场》、《中国会展》、慧聪网以及展会指

定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等，多年积极宣传，

同时还通过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进行实时播报，为展商、买家、观众送上第一手展

会动态讯息。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展会指定媒体，

现已连续出版12期“PTC ASIA增刊”，增刊带着行

业关注的焦点、行业取得的成果、展会重要新闻、展

商精品等在展会上重点推广宣传，得到广大展商和观

众的好评，成为PTC ASIA展会不可缺少的品牌媒体。

PTC ASIA 2014 展会同期举办了近 20场精彩纷

呈的专业活动，还迎来了近 80 个买家参观团奔赴

展会积极洽购，充分体现了专业观众积极参与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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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秘书处走访镇江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

2014 年 11 月 1 日，协会秘书处一行走访

了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旗下的镇江大

力液压马达股份有限公司，受到了公司董事长

潘正东、常务副总经理潘骏、副总工程师焦文瑞、

大力公司总经理张智敏等高管的热情接待。

新落成的镇江液压厂区建设和设备投入近

3 亿人民币，占地 238 亩，约有员工 1000 人，

主要生产液压转向器、液压制动器、变速箱和

液压阀。大力液压约有员工 500 人，主要生产

各类摆线液压马达及其配套件。

在座谈交流会上，潘正东董事长介绍了企

业目前的发展情况和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问题。

镇江液压生产的液压转向器年产量在全球排名

第三，液压摆线马达年产量全球排名第四。目前，

企业正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产品

质量。希望协会能在转型升级中给予更多的咨

询和帮助。

座谈会上，协会领导高度肯定了镇江液压

为振兴民族液压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赞扬了

潘正东董事长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务实求进

的奋斗精神，认为该企业的发展经验值得行业

同仁学习借鉴。会上还就企业目前需要解决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并表示将努力为镇江液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务

实有效的服务。

协会领导应邀出席雅歌辉托斯液压系统（扬州）有

限公司投产庆典

2014 年 10 月 25 日，应德国雅歌辉托斯集团总裁和扬州

广陵经济开发区邀请，协会李利理事长、沙宝森名誉理事长、

程晓霞副理事长一行来到广陵，参加雅歌辉托斯液压系统（扬

州）有限公司投产庆典。来自国内外液压企业代表和主机用户

及配套企业的代表见证了这一时刻。

金斯利先生在致辞中表示：“我们选了扬州广陵产业园一

站式的优质服务，给我们在中国办企业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让

我们双方获得了共赢。”

李利理事长在贺词中表示：“长期以来我协会与德国液压

协会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真诚合作，我们深深感受到金斯利先生

作为德国液压协会主席为推动中德两国液压界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同时，我协会与广陵区政府积极合作，携手共建广

陵产业园，这些均为中国液压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们相信，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世界液压产业的明天一定会

更好！”

协会领导应邀出席广陵经济开发区举办的液压产业

基地说明会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液压产业

基地说明会在上海浦东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举行，扬州广陵区

委常委张贵联副区长，广陵产业园管委会戚磊主任，中国液压

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理事长李利，德国液压协会主席、雅歌辉

托斯总裁金斯利先生，德国施拉姆公司总裁哈迪 • 甘德先生等

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李利理事长代表协会向广陵经济开发区

液压产业基地表达了美好祝愿。 

展会前后相关活动

特别提示：

为给中国流体动力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最佳解决方案，为了全面报道 PTC ASIA 展

会的先进产品和先进技术，为了提供学习再教

育的课堂，我刊特邀协会专家委员会部分专家，

撰写了《第 19 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展览会（PTC ASIA 2014）技术评述》，将刊登

于本刊 2015 年第 1期“综述与评论”栏目，提

供给广大读者、行业同仁学习借鉴，敬请关注！

PTC ASIA 2015  20 次绽放光彩

2015 年 10 月 27 ～ 30 日，将迎来第 20 届亚洲国际动力

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20次的精彩绽放， 20次的同台竞技，

20次的不断进步，20次的交流与分享，20次的相聚与难忘……

每一位走进 PTC ASIA 的行业同仁，都是世界流体动力一

家人，都是 PTC ASIA 这个国际舞台上的美丽音符，都是世界

动力传动产业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PTC ASIA 2015，一次不容错过的行业盛会，再次期待您

的莅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