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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液压、气动、液力行业高端产品与中鼎密封件产需对接会（续）

编者按：

2013年第11期“企业之声”栏目刊登了《用热血和忠诚托举中国密封工业梦》，就“液

压、气动、液力行业高端产品与中鼎密封件产需对接会”和沙宝森理事长、夏鼎湖董事

长在对接会上的重要演讲，以及行业专家为对接工作的建言献策，进行了宣传报道。

本刊编辑就对接会中液压、液力和气动行业分组与中鼎公司对接交流的热点发言，

进行录音整理，现推荐给大家，望广大读者、业界同仁继续关注并支持行业高端产品对

接工作。

“液压、气动、液力行业高端产品与中鼎密封件产需对接会”分组对接交流分别由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王长江专家、气动专业分会秘书长何枫主持。

本刊编辑部 万  磊  张婷婷

 用热血和忠诚托举中国密封工业梦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  沙宝森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夏鼎湖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夏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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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公司研发制造液压、液力、

气动密封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依托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相结合，

目前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

平。1994 年，中鼎公司与美国 CR

公司（现已并入 SKF）在安徽省宁

国市成立合资公司，实现了技术引

进。为了提高中鼎公司在密封件结

构设计、材料配方、工艺开发等方

面的能力，2011 年 7 月，中鼎公

司收购了在密封材料配方和油封设

计、生产工艺方面经验丰富的美国

Cooper 公司，并成立了安徽库伯

油封公司，专业化生产油封；2012

年中鼎公司收购了美国 Acushnet

公司，引入航空航天、石油、天燃

气（含页岩气）、工程机械、汽车

用高端密封件先进技术，拓展了境

外市场。

近年来，中鼎公司不断加大技

术投入，先后引进了多名曾在国外

知名密封件企业工作的技术专家，

快速提高中鼎密封的技术水平。

目前橡塑密封行业情况

介绍

橡塑密封件广泛应用于包括液

压、液力、气动传动在内的各类机

械设备上，其质量优劣直接影响着

设备的使用寿命。

我国密封技术及其产品落后于

国际水平，造成装备制造业水平得

不到明显提高，高端密封件不得不

依赖进口。中鼎公司作为国内最大

的橡胶塑封件研发和生产企业，与

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的发

展息息相关。

中鼎密封技术进步情况

要提高密封件产品质量水平，

主要是提高密封产品性能和密封产

品的可靠性。决定密封产品性能有：

密封产品结构设计、密封材料及其

配方、生产工艺和组织管理各种专

项性能试验及检测等；但与国外最

大的差距在于密封材料及其配方的

研究与应用。

中鼎公司的研发优势：

(1) 中鼎公司设有国家认定的

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与国内著名科研院校建立合作关

系，进行新材料、新工艺及新产品

的研究与开发；

(2) 为配合密封材料及其配方

的研究，中鼎公司投资 8000 多万

元建设起完善的试验检测中心；

(3) 依托美国 Cooper 公司和

美国 Acushnet 公司在密封材料配

方和产品设计、生产管理方面的丰

富经验，由其直接提供技术支持并

可进行同步设计开发。

中鼎公司的在以下方面提高密

封产品性能：

(1) 材料配方设计

在中鼎公司 20 多年配方设计

经验基础上，采用美国杜邦、3M、

德国拜尔、日本 JSR、瑞翁等公司

的FKM、ACM、NBR、HNBR等新型材料，

设计出性能优异的材料配方，广泛

用于各种传动用密封。

在配方设计时，首先研究产品

的实际工况条件，如工作温度、压

力、介质、转速以及装配关系等，

然后根据各类材料的性能特点，选

定能满足工作要求的材料；公司采

用了专业的 Matlab 计算机辅助配

方设计软件，通过不断纠正失效模

式来实现配方的最优化，并进行配

方验证；而且有针对性地选择目前

国际上性能优良的新型生胶、橡胶

助剂，不断地调整优化硫化促进体

系、防老体系、补强和增塑体系的

助剂品种与比例，实现相关产品的

性能大幅度提升。

中鼎公司还针对目前汽车用密

封制品在耐高温、高耐磨及使用寿

命等方面的不足，通过自行研发新

型橡胶陶瓷纳米复合材料、设计橡

胶配件产品的新型配方与改进硫化

工艺技术等手段来实现上述产品在

性能方面的突破，从而获得客户的

认可。

(2) 检测能力

中鼎公司检测中心通过了ISO/

IEC17025 实验室认可体系认证，拥

有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差式扫

描量热仪、热失重分析仪、高低温

耐久试验台、低温性能测试仪、臭

氧试验机、MTS 系列试验机、高速

油封试验台等国际先进的专用、试

验及检测设备，可以独立开展材料

配方、原材料性能及产品性能的试

验检测工作。

(3) 产品及模具设计

在产品和模具设计中，全面采

用了 AUTO CAD、PRO/E、UG、CATIA

等软件进行设计，并采用 FEA 有限

元分析对设计结果进行优化，大幅

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提高产品的

设计开发能力。

 中鼎公司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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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封产品结构设计方面：中

鼎公司在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

基础上，运用 CAE 有限元分析对产

品进行计算机仿真优化，以此指导

产品的设计、改型和优化，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进而提高产

品的设计质量，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和样品试验时间，减少因频繁更改

设计、重复试验等带来的不必要损

失。如在设计的同时采用 FEA 有限

元进行产品仿真分析，通过仿真优

化产品形状结构，预先确定油封径

向力，唇口密封应力、产品装配力

等性能要求，以达到改善产品性能；

在模具设计完成后使用 Pro-E，UG

等进行加工编程，确保模具加工的

精准度；这样从设计到加工形成完

整的 CAD\CAE\CAM 制造技术。

中鼎公司通过对密封材料设

计、密封产品结构设计能力的提高，

使两者相互匹配，确保产品的密封

性能。

(4) 产品性能试验

为了全面测试和考核产品的性

能，中鼎公司配置了种类齐全的专

业检测设备。

产品性能试验设备：旋转油封

试验机，泥浆试验（包括水、泥浆、

沙子、盐水、煤渣等混合物）；低

温冷冻试验；油封扭转摆动性能试

验台。

决定密封产品可靠性还取决

于生产管理、工艺过程控制、规模

化制造装备、产品台架试验考核等

等。为了提高批量生产的制造装备

水平，中鼎公司购入了很多专业的

自动化生产设备。主要包括英国产

K4、K5、K6密炼机，巴维尔成型机，

真空热成型机等，这些先进设备有

效地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稳定。

自行设计和制造模具是中鼎公

司一大优势，公司具备年产一万副

模具的生产能力，有着 20多年的模

具研究、开发、生产经验，拥有美

国、日本进口的各类数控加工中心、

数控车床 40余台，用于模具加工。

中鼎密封技术攻关情况介绍

★轴承密封、汽车密封等攻关

项目

中鼎公司为舍弗勒集团批量供

货的 0041 超越皮带轮轴承密封圈

用于国内外众多主机厂各种车型，

该类密封圈由骨架和橡胶组成，主

要作用是密封轴承润滑脂及防止泥

水进入轴承内部，工作转速最大达

到 21000r/min，所使用的 FKM 橡胶

低温性要求达到 -40℃，耐高温达

到160℃，全球用量达到2000万件。

★镇江液压马达特高压油封

攻关

为工程移动设备配套的液压马

达用特高压油封，工况要求十分苛刻，

此前国内尚未有一家油封制造商能够

满足要求，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从德

国Freudberg和特瑞堡进口。

中鼎公司从 2010年开始为镇江

大力液压马达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

BMP、BMR 系列摆线液压马达用特高

压油封。该特高压油封正常压力要

求在 15～ 20MPa、极限工作压力需

达到 30MPa，最高转速 800r/min，

在该条件下要求运行 300 小时无泄

漏。为了满足这条件，中鼎公司经

过近 3 年的研发和特殊设计，完全

实现了上述性能要求。

★北京华德液压泵高压油封

攻关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斜轴式轴向柱塞泵（系

引进德国力士乐产品）用高压、高

转速油封，要求在 0.5MPa 压力、

2500r/min 转速下运转 500h 无泄

漏，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厂家无法满

足该产品的苛刻工况 ，华德公司

此前一直从德国 Freudberg 公司进

口 BABSL 型高压油封。

中鼎公司通过采用不同于大

多数油封的负 R 值的新型结构设

计，在材料方面采用耐磨性较好的

丁腈橡胶，并在配方设计上添加了

耐磨、耐高温材料，使得产品能够

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的工况下正

常运行。

中鼎公司产品经客户装机考

核，台架试验达到 800h 无泄漏，

已达到使用要求；现已开始批量使

用。该产品的开发成功，替代了进

口，实现了国产化。

★上海新益气缸密封件攻关

上海新益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是中国较早专业生产气动元件的企

业，该公司生产的气动元件在国内

具有代表性。2013 年 4 月，中鼎公

司与新益公司，对 5 种典型气动用

密封产品进行联合攻关。中鼎公司

充分了解了使用工况和要求后，对

样品进行了分析和硬度测试、尺寸

测试、光谱分析，确定了尺寸与产

品材料性能，出具产品图纸，得到

了客户的认可。中鼎公司先后对 5

种典型气动密封产品两次送样，在

新益公司气动试验台上进行密封性

能测试和台架寿命试验，在充分保

证密封效果和灵敏性基础上，数次

调整配方，提高产品硬度，延长了

使用寿命。这些产品已在新益公司

进行了数十万次实验，无泄漏。目

前，中鼎公司正在与新益公司安排

进行下一步的攻关配套和新产品研

制项目。

中鼎公司将移植收购的美国

Precix 公司先进的生产装备及设计

制造技术，逐步建设气动行业用密

封件配套基地和服务基地，为气动

行业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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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液力行业分组对接交流

我对国产化举双手赞成，镇

江公司主要生产转向器，很多设

备是从德国、美国、日本进口的。

举个例子，我们有一台 600 多万

的德国进口磨床的主轴电机坏了，

跟厂家询价买一台主轴电机，要

价 32 万人民币，4 个月交货。我

觉得问题大了，工厂停产了。最后

在展览会上获得了一个信息，国

内有家公司能做这种电机，报价

才 8000 元人民币，1 周交货。我

们把电机买回来后，怕质量不好，

又买一台备用，这台电机至今没用

过。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

家，对于国产化我举双手赞成。性

价比高的产品才有市场竞争力。我

们的转向器到了巴西、印度，很快

就被市场接受，因为这些新兴国家

几乎都是买欧美产品，价格很高，

中国的产品性价比高，可以迅速打

开市场。

中鼎公司已经有一种高压油封

用在镇江液压的高压马达上，此前

一直是用德国油封，因为产品到国

外，油封总是过不了关，所以外国

客户买产品时首先要求装配德国油

封，台湾客户买我们的产品，就会

要求装配台湾产的油封。随着产品

的开发，德国人愿意把密封件卖给

我们了，但卖得很贵。

所以非常感谢中鼎公司能主动

联系我们，联合攻关，我们合作得

很愉快。目前试用密封产品已经通

过排压试验，使用情况很好，我们

将逐步替代进口密封件。中鼎公司

决心为中国密封事业大干一场，为

中国的液压、气动、液力的高端密

封件国产化做出贡献！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潘正东

2013 年 3 月 12 日 开 始， 在

华德的液压产品上对中鼎公司生

产的材料代码为 N8246KCL、规格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采

购物流中心主任  李进

50×72×7/7.5 的 2 件高压油封进

行寿命考核。

测试泵型号：A7V107MA；测试

泵转速：1500r/min；油封承受压

力：≤ 0.2MPa；测试油液温度：

50±4℃。截止 2013 年 8月 22 日，

累计测试时间1356h。油封没有失效。

结论：安徽中鼎生产的规格

50×72×7/7.5 高压油封样品能够

满足液压泵台架寿命试验要求。

建议：安徽中鼎公司后续开展

小批量工业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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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事过液压机行业，用

的泵都是力士乐品牌，这个行业非

常特殊，特殊在整条线单机、单泵、

单线。记得在 1993 ～ 1999 年，力

士乐 A4V 重载泵的供货期至少要一

年，一年的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是

致命的。

如果所有产品的零部件都进口

的话，中国装备制造业将无法做强。

A4V 泵比较特殊，密封件上我们花

的精力非常大。主要原因是我们的

产品主要用在陶瓷机械上，需要高

背压，在钢铁、锻压设备上，油箱

是不加压的，但是陶瓷机械温度非

常高，液压油非常脏，所以油箱要

加气压。通常情况下，德国密封件

的背压是 0.5MPa，但陶瓷机械可以

佛山市科达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总经理  杨军

达到 0.8MPa，那么对大泵来说，需

要主轴比较粗，线速度高，非常容

易漏油，所以我们在密封件上面花

了很大的精力，请了很多液压泵专

家。即便从德国买旋转密封件，回

来也要全检，首先是20倍的放大镜，

然后是 200 倍的显微镜，看材料的

结构是否均匀、有没有毛刺。因为

全检，我们发现，同一个单位供货

的情况下，原装进口的德国力士乐

产品和中国地区销售产品的密封件

不一样。我当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

供应商，结果力士乐派了一个博士

过来，他说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

因为力士乐的密封件都是定制的。

当时为了解决密封问题，我们从德

国去买密封件，但是他们不卖，因

为是力士乐定制的。

我要给中鼎公司出一道题：力

士乐定制的密封件结构硫化出来以

后，不能切削。而卖到我们国内的

全部是切了一刀的，硫化不完整，

切了一刀以后，只有单唇，所以在

密封可靠性上面，卖给我们的肯定

比力士乐的要差。所以我找了很多

密封件厂去做，包括台湾企业，但

都告诉我这个很难做。所以我们抱

着积极的态度，希望可以跟中鼎公

司接洽，能够全面启动搞联合研发。

中鼎公司是做汽车配件的，非

常大，我有一个建议，就是直接厂

对厂对接，不要有中间环节。我在

这里承诺，我们回去尽快地使用中

鼎公司的 O 形圈，静密封是没有太

大问题的。还有一个倡议，这次协

会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这次

中鼎公司的产需对接会，有可能下

次，是我们科达公司的产需对接，

有可能是在座各企业的产需对接。

所以我们国内液压人内部先用起

来，淡化国外的品牌意识，如果用

的好，不要用国外的，用自己的。

当我们谈到密封件和液压元

件国产化，有的时候非常尴尬。博

一公司的液压元件就是给主机厂配

套，替代进口。这么多年到一些大

的知名主机厂，对方第一句话就是：

是国产的？中国的高端液压做好

了？第二句话就是：你们给日立、

小松、卡特配了多长时间？第三句

话就是：你们比进口的便宜一半还

是三分之一？实际上我们就是磕头

卖，但有时还得磕头买，就像密封

件、轴承，甚至一些合金的原材料，

球铁，也都是买进口的。因为以我

们目前的规模，进口核心元件的量

并不大，因此国外供货商不能很顺

利地在质量、交货期、成本上给予

保证。而国内的轴承或密封件制造

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  闵玉春

企业，因为先期我们只是小批量需求，所

以对我们也是嗤之以鼻。因此我们遇到的

是进退两难的尴尬。

我们在给主机配套时也得到了很多启

示，就是如何热情服务，如何快速反应，

如何很快地满足主机厂的要求。

就密封件来说，第一，据我对液压元

件的理解，主机厂对配件商的要求比较苛

刻，要确保主机3000小时无故障、无泄漏，

那么我们对密封件的要求也至少是 3000 小

时无泄漏；第二，工程机械用的 O 形圈和

其他密封件的额定工作压力是 35MPa，过

载压力应该在 39MPa 左右，对密封件的要

求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 3000 小时，比如

说挖掘机，使用工况和试验机、附近的场

所不完全一样。

我衷心希望中鼎公司能够从现在开

始，从长计议，从做好一两个产品开始，

做到 3 年以后实现小批量配套，5 年以后

实现全方位、大规模配套。

泰州远望公司主要

生产板式换热器，要用到

不少密封件，成本要占到

换热器的 1/8。板式换热

器在近几年得到了蓬勃发

展，国内板式换热器企业

比较多，液压行业需求的

板式换热器是小规格的，

密封件都是胶条的，产量

小。国产板式换热器胶条

一般使用 4、5个月就没有

反弹力了。这种胶条跟 O

形圈不一样，尺寸比较大，

模压的，一个胶条都是

1.5m×1m。希望中鼎公司

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泰州市远望换热

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陆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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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液力公司专业生产液力偶

合器。有个例子，当时我们出口产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邓菲 

品到澳大利亚，密封件是氟橡胶，

我们跟用户解释中国密封件也能满

足要求，用户就要求提供氟橡胶的

证明。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中鼎公司，

在国内找了几家，都只是口头说可

以，但证明谁也出不了。我也希望

中国液力行业，包括我们在内，能

跟中鼎公司合作。我感觉液力耦合

器中密封件占的成本比重挺大，所

以必须重视，当然对我们企业来讲，

肯定要先做些实验的，也不可能一

下子完全铺开。

长城公司主要生产液压缸，用

的主要是往复运动密封件，也存在

几个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首先，密封件在设计细节上

有欠缺。比如我们曾设计一个伸缩

液压缸，选用防污环时为了保险起

见，在同一个活塞上选用了国产的

和进口的密封件。当液压缸出现问

题时，发现国产防污环不管从倒角

上、防污性能上相对说来都没有进

口的好。

其次，防尘圈。我们的液压缸

很多都是在露天使用，风吹雨淋很

正常，现在很多液压缸防尘圈外缘

防水性能差，所以水从防尘圈的外

缘进入到主密封的沟槽里头，导致

缸的导向套密封槽锈蚀，然后密封

张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

公司技术中心经理

宋华莹

性能降低。即使是进口防尘圈也有

这方面的缺陷。还有一些主机厂家

要求液压缸一点都不能出现油圈，

这就要求提高防尘圈的防尘能力，

但这样会减少防尘圈唇口油膜厚度，

油膜对防尘圈寿命是有利的，要兼

顾防尘性能和寿命，很多防尘圈都

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希望防尘圈和

主密封的综合性能能体现出来。

再者，高压、高速、高频率液

压缸要求保压能力很强，现在这种

密封件都选用防滑式的，进口密封

件都用一个丁腈橡胶或聚氨酯环来

解决内泄问题，不知道这样的密封

件是否也有国产的。

长城公司于 1980 年建厂，至

今30多年历史。我到公司6年多了，

我对密封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么多

年了我仍然没有很好地掌握密封件

的选用和密封结构的设计。所以我

也希望中国的密封件企业能够提供

更多的技术支持。

为了解决漏油问题，我们从

1995年开始采用进口密封。但现在

面临两个问题：一个价格太高，另

一个供货周期太长。现在我们使用

进口密封件占90%以上，所以液压缸

的密封件成本特别高，占到8%～12%。

公司高层一直在提一个问题：怎样

把密封件的成本降下来？我们也曾

考虑过选用一部分国产密封件，但

说实话，因为一直用的是进口密封

件，现在不知道该选用哪一家国产

品牌，一直到现在都不敢选。

今天参观中鼎公司后感觉这

家企业的实力比想象中大得多。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的是：国产密

封件怎样能让我们信服，被选用

后，怎样解决密封件成本和供货

周期问题。

我要提一点：我们总是崇洋媚

外。我记得徐工集团的徐工液压件

有限公司要购买一台加工设备，到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薛洪权 

德国考察，价格要几千万，国产的

只要几百万，后来反复考虑，在国

内招标，我们中标了，我们的价格

只有 395 万，从 2006 年一直用到

现在，中间只修理过一次，效益发

挥得非常好。

密封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

只靠中鼎公司自己研发，没有使用

方在各种工况条件下试用也是不行

的。希望由协会出面，把液压、液力、

密封行业企业组织起来，信息共享，

共同研发、攻关，超越国外的同行。

目前国内企业对密封机理的认

知，尚不够完善，企业所能提供的

加工指导尚不足以使企业实现产品

无泄漏。其表现就是，当企业的加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彭沪海

工件符合设计图样且选用配合的密

封件也符合检查要求时，往往生产

的液压元件在最终用户处的使用过

程中，还是达不到产品无泄漏的效

果，使得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局

面难以扭转。

大凡采用密封的部位，一般

都要求密封副耦合件的间隙，控

制在被密封的流体介质所能通过

的最小间隙值以下，其间隙值的

大小又与介质的黏度、工作温度、

流体压力、相对运动速度等诸多

因素有关。因为关系纷繁复杂，

液压产品最终达不到一个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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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的无泄漏要求，谁也说不清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国内液压件厂之所以对出厂元

件达到完全无泄漏把握不足，还是

对液压密封的实验过程、检验方法

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所以，中鼎

公司通过和镇江液压、华德液压和

新益气动等企业合作进行产品台架

对比试验，这种用液压元件自身配

合的试验，是一种很实用的方法，

能验证和积累使用经验。

建议中鼎公司能在开展台架

对比试验的同时，进一步开展模

拟高端液压元件使用工况的密封

副性能试验，试验中不是仅对自

身产品密封件的摩擦性、耐磨性、

胶料性质的试验，而是对整个密

封副的试验验证，考察密封副的

几何精度、配合、密封介质形变

后的受压状况、润滑方式以及摩

擦工况、配副材料、接触表面、

摩擦磨损等，将试验结果进行理

论的升华，用实验数据指导元件

制造工厂，采用中鼎公司的密封

件及指导数据构成的摩擦副，就

能制造出密封结构无泄漏、密封

稳定、可靠的液压元件。

国瑞公司主要生产齿轮泵。关

于国产化，我也有很深刻的体会。齿

轮泵里轴承是很关键的元件，它的

寿命直接关系到齿轮泵的寿命。我

们曾经在试制一种泵的时候，客户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

司技术副总经理  王保国

要求我们做寿命试验，我们用国产

轴承做寿命试验通过了，通过以后，

客户要求我们做超载试验，结果做

超载试验时，这个国产轴承不行了。

这时候国外一家做此类轴承的知名

企业找到了我们，我们用他们的轴

承做试验，结果连普通工况都通不

过，他们也感到很纳闷，多次派专

家来都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到现在，

这个轴承我们一直是用国产的。

所以国产化问题，最终是要看

性能、看结果，我们公司现在大部

分都是选用国产密封件。虽然我们

跟中鼎公司尚未合作，但今天看到

中鼎公司的生产现场以后，我们对

中鼎公司充满信心。

液压密封件与其他密封件相

比，有相同的要求，也有其突出的

特点，除具有基本的硬度、拉伸强

度、弹性、弯曲疲劳强度、伸长率

等外，还需要耐油抗水、不易老化、

耐磨性好、工作寿命长、抗永久变

形好、耐高低温等，综合起来就是

特别要保证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方面

的要求。对液压密封来说，其需要

承受较高的压力，在结构设计时还

需要兼顾高压、低压的密封效果等。

在满足性能方面要求后，需要关注

成本，特别是对于液压缸这类密封

件使用量大的产品。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德华

对密封件来说，其配方和工艺

是成功的关键，其次是针对不同的

使用环境、工况等需要设计不同密

封结构和组合，才能满足寿命和可

靠性要求。

对液压密封来说，密封的寿命

和可靠性是最重要的。在解决技术

问题时，要同时解决价格问题。如

果价格问题不解决，即使你的品质

达到了进口品牌的水平，在同样价

格的情况下，国外品牌的信任度要

高些，国内商家也会购买进口品牌

的密封。进口品牌主要是价格和供

货周期问题，切削加工的密封产品

供货周期基本没问题，但对批量的

产品来说价格承受有困难。

中鼎公司通过海外并购、引

进技术等系列做法来解决高端密

封国产化问题是一个好办法，通过

海外并购、引进技术可解决技术上

自己去摸索、研发，缩短国产化的

进程。

中鼎公司在研发高端密封件阶

段寻找行业知名公司进行试验、验

证是可行的，行业知名公司在行业

中有较高的信誉度，有较强的说服

力。但样品的对比试验和产业化还

有一段距离，还需要通过批量的市

场应用建立起成功案例，才能让客

户对产品彻底放心。

中鼎公司很有实力，生产、

炼化、检测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相信中鼎公司一定能搞好液压

密封，也有实力把性价比做到最好。

虽然我们是外资企业，但在设

计选型时也有很大的困惑。当我们跟

伊顿液压系统（济宁）有

限公司产品设计工程师  

薛艳青

国外供应商打交道时，可能要花半

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去沟通，得到反

馈特别慢。我们很急切地想找到一

家中国本土的、有研发能力的密封

件供应商来共同开发产品，构建一

个很畅通的平台，这样很节约时间，

因为市场不等人。一个好的供应商，

对整个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因为它能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

中鼎公司跟一些业内企业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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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始不知道 O形圈，到现在

比较关注 O形圈，主要是因为吃了

很多苦。最典型的经历就是，电液

先导多路阀手柄转轴上的一个密封

圈隔三差五的漏油，拆开后发现密

封圈磨损了，然后换了几家国产的

密封件做寿命试验。其中最差的，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

司产品经理  孙瑞辉

几百次就漏油了，拆开一看，密封

圈已经成粉末了。后来我们试验了

知名的进口密封件，确实不错，做

了50万次的往复试验。但是一问价

格吓坏了，要 20多元一个，一组 8

联的阀算下来大概要几千元。后来

又找了一个价格低一点的进口密封

件。现在我们选用的密封件一半国

产一半进口，低压的用国产，高压

的用进口。

协会特别顾问王长江说过高压

液压密封一般都用矩形圈，我们也

想改，联系了很多国内密封件生产

厂家，希望能定制，但后来都杳无

音讯。我们想找国外密封厂家合作，

但他们的周期太长，几万欧元的模

具费用也需要我们承担，对于小企

业来说压力很大。希望以后能跟中

鼎公司合作，把我们的密封圈做好，

实现液压阀不漏油、不渗油。

有位知名企业家曾经说过：未

来企业要真正做好，一定要关注供

应链。假如说做液压的企业都不知

道中鼎公司，我觉得非常遗憾，因

为这个企业对供应链不重视，这个

企业也很难进步。

要把企业做到最好，就一定要

把产品拆成各个零件，与最合适的、

最好的供应商合作。液压行业要进

步，企业家们一定要在管理上下工

夫，一定要对供应链高度重视。密

封件是一个系统，不是买一个产品

回来就好用，而是上下游企业一定

要共同研究，这个非常重要，这也

是为什么日本汽车都用日本配件。

密封件不是做出来就好用，或者是

哪一个品牌的产品都好用，必须和

用户合作，共同去研究、配合，产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  黄兴

品才能有进步，技术上才可以创新。

对供应链不重视的企业很难在将来

的发展中得到很好的回报。

中鼎公司是我们行业的一个

奇迹，很多液压气动密封企业通

过这次对接会将有很好的反思，

为什么密封在汽车零部件行业能

做 80 个亿，而中国的液压气动企

业为什么不能做到 80 个亿？我从

事了这么多年的密封事业，到现在

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我的感受

很深。很多领导问我：“黄院长

你做了几十年的密封，为什么马

桶还漏水呢？”我说：“领导，您

看哪个五星级宾馆的马桶漏水？”

所以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纯

粹是技术问题。

我觉得协会组织这次对接会的

意义很大，中国希望从企业之间的

相互排挤，到相互合作。不要一个

产品出问题是密封件的问题，主机

厂就都说是液压、气动的问题。

国内几家做液压件比较好的厂

子，我都觉得非常有希望，但是有

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改进，就是如

果我们做的密封件用在阀、泵上不

去做实验，光在试验台上做实验，

将来用户对密封件的信任度会有很

大的问题。2012 年我去过日本精

机 NSK 考察，2013 年又去了舍弗

勒总部考察，我就感觉日本精机的

轴承厂，研究和实验装备的价值相

等于加工设备的价值，比如做高铁

轴承，整个高铁的车厢、底座拿来

放在台架上做实验，用户一看就很

放心。

所以我觉得基础件要进步，用

户跟供应链要更紧密地协作，只有

这样，才能做出合适我们自己产品

的备件，才能使我们产品的技术秘

密不泄露，又能够在行业中占有一

席之位。

密封对航天工业来讲一直是一

个困扰，航天用密封最主要的问题

是工况极端，也有专门的一个班子

来研究密封问题，中鼎公司已超过

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广商

了我们班子的条件，所以中鼎公司

具备生产航天用密封件的能力。

密封件零件不大，几何形状也

不复杂，但做好不容易，并不是有

了一流的硬件、比较好的管理，生

产出来的产品就能尽善尽美，这里

有很多细节，要花大力气掌握好。

希望中鼎公司的科技、生产人员能

够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得更细。密封

是一个体系，密封解决的好坏不仅

仅取决于密封件，大家要多站在对

方角度考虑怎样配合好。

希望中鼎公司与液压行业结合更

紧密，能够真诚进行合作、实现双赢！

作是很成功的，这具有很大的借鉴

意义。我们有一个新的希望，在开

发新产品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中鼎公

司参与进来，中鼎公司是可以跟我

们共同进步的，是能支持我们很好

发展的一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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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动行业分组对接交流

2013 年 3月，在中鼎公司特别

顾问宗守寅先生的带领下，液压气

动项目组的相关人员对新益公司进

行了参观访问。期间，新益公司张

存根总经理对公司气动元件的生产

情况作了介绍，并重点对目前密封

件的使用情况作了说明。密封件作

为气动产品的关键零件，新益公司

在选用上一向非常谨慎。现阶段主

要应用 Parker、三菱、华尔卡等知

名公司的密封件产品。不可否认，

这些公司的产品在尺寸精度、原材

料应用方面都很好，保证了气动产

品的使用寿命。特别是这些公司的

密封件品种规格都很多，而且每批

产品的尺寸稳定性很好，使客户选

用比较方便。这些年应该说公司应

用还是比较成功的。但这些国外品

牌的密封件厂家也有一些弱点：交

货期比较长，价格方面相对一般的

国产品牌产品要贵很多。比如一个

很典型的二位五通电磁阀，新益公

司进口的一个阀杆密封圈价格相当

于国内某些厂家整套阀的密封圈价

上海新益气动元件有限公

司技术经理  蒋建民

格。从而使产品的成本大幅提高，

影响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针对这些实际情况，新益公司

一直在寻找一家质量可靠，价格适

宜的密封件厂家。

中鼎公司是中国著名的密封件

生产厂家，恰时对新益公司进行访

问，谈了准备开发气动密封件的意

愿，并请新益公司配合试验。张存

根总经理欣然同意。他分析了现在

气动密封件的市场情况，确定了先

期准备开发的气动密封件类型、规

格，并且提供了必要的样品。根据

长期的使用经验，张存根总经理对

每一个准备开发的密封件的特性作

了详细的介绍。

2013 年 6 月，中鼎公司提供

了第一批试制样品，分别是：轴封，

CPYP-1；“8”形密封圈，CPYP-2；“8”

形密封圈，CPYP-3；“8”形密封

圈 CPYP-4；“Y” 形 圈，CPYP-5。

每个型号各 10 件。同时提供了具

体的尺寸图纸。经过测量，每个密

封圈所有尺寸均在公差范围之内。

通过比较现有国内某些厂家提供的

密封件样品，中鼎公司的密封圈明

显在弹性能力上占优势。说明中鼎

公司的密封圈所用原材料及制造工

艺相当先进。可能是因为是试制样

品的关系，此批样品的飞边比较明

显，没有被完全去除。我们马上通

知了中鼎公司，中鼎公司于 7 月份

马上试制了第二批样品，经过新益

公司的仔细比较，没有了前批样品

的飞边问题。

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新益公司

马上安排生产了4种气缸进行试验。

分别为 QCM2 32-100 气缸，使用了

密封圈CPYP-2；QC95 40-100气缸，

使用了“Y”形圈 CPYP-5；QSC 50-

100气缸，使用了轴封CPYP-1及“8”

形密封圈 CPYP-3；QCQ2 80-25 薄

型气缸，使用了“8”型密封圈

CPYP-4。这 3 种气缸的缸筒材质有

不锈钢的，有圆形铝合金的，有“米”

形铝合金的，也有异型铝合金缸筒，

在市场上比较具有代表性。

气缸样品生产后，送入新益公

司专门的试验实验室进行试验。先

进行预检测，气缸初始性能良好，

未发现爬行、内外泄漏等不良现象。

再按照 JB/T 5923-1997 的规定进

行气路连接，通气进行 24 小时寿

命试验。连续试验 2 周，再测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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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封状况。无内外泄漏情况。通

入 1.5MPa 压力作耐压试验，前端

盖轴封有外挤现象。马上通知了中

鼎公司。中鼎公司很重视，与新益

公司商讨了具体情况，确定样品硬

度不够。在 8 月 15 日送来第 3 批

样品，轴封硬度提高至 85 度，先

做耐压试验，没有挤出现象。接着

进行寿命试验。

8 月 22 日，中鼎公司的第三

批样品进行了密封性能测试，情况

良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经过液

压气动项目组成员的不懈努力，中

鼎公司完成了产品设计、样品生产、

样品改进的几个阶段。产品的试制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充分体现了中

鼎公司高效的生产管理、严谨的工

作态度。当然，本阶段作为样品试

制阶段，获得了一些成绩，在接下

来的产品应用阶段，新益公司将继

续配合中鼎公司，合理地应用在一

些出厂产品上，进行产品跟踪，听

取客户反馈，持续改进，进一步提

高密封圈的质量，配合中鼎公司的

气动密封圈达到一流的水平，使国

内外气动厂家有更多的高端选择，

促进气动行业的更好发展。

今天上午在对接会上听了中鼎

公司的产品报告以后，很兴奋，因为

里面提到了纳米技术在密封上的应

用，让我看到了中国气动密封的希望。

我国密封专家王玉明院士在

“流体密封技术”中谈到：流体密

封是一门涉及多学科的边缘性工程

技术学科。要解决密封技术问题，

需要涉及许多学科知识，包括流体

力学、固体力学，包括强度和变形，

动力学、摩擦学、热力学、传热学、

传质学、材料学、物理与化学、测

量与控制、试验技术、工程应用技

术、可靠性技术等。可见，密封技

术的确是一项复杂的、艰辛的系统

工程。尤其在我国的气动基础件中，

更是亟待攻克的难题。

过去，我们仅以为气动元件质

量是否上乘，与选用密封件好、坏

有关，人家选什么密封件，我也选

这样的密封件便可，其实不然。可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特别顾问  王雄耀

以认为，对气缸、电磁阀等气动元

件的设计，其中相当大的设计工作，

是对该元件的“摩擦副”设计，对

密封件参数优化设计，不断实践及

最终的确认。实质上，就是对两个

相互摩擦物体、密封件、导向支承

环、合适润滑脂的系统工程设计、

选型、改进和定型的过程。如：对

于一个电磁换向阀的设计，涉及阀

芯的结构原理与密封形式，涉及电

磁吸力与摩擦副之间的关系（包括

静态摩擦力与动态摩擦力），以及

什么类型的油脂（对摩擦副运动部

件速度和实际温度的分折）。这方

面工作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这就

是为什么密封件问题一直是困扰我

国气动元件发展的瓶颈之一。

如今对电磁阀的基本要求是：

低功耗、无故障、无泄漏、切换时

间短、反应灵敏无“星期一现象”（即

停机 24 小时以上，再次启动电磁

阀不动作）、寿命长。这就要求对

密封件的硬度、扯断强度、压缩永

久变形、扯断伸长率、高/低温老化、

热空气老化、耐油等一系列指标的

全面检测，并经过长期高温或低温、

高压或低压、连续换向的测试及不

同润滑脂的对比后，最终确定所选

的密封件几何尺寸、材质及润滑脂。

经验告诉我们，国际上先进的

气动生产厂家对于一个成熟的产品，

其密封件与润滑脂的选定是十分慎

重的工艺规定，同时也是一个不公

开的秘密工艺技术。对于中国气动

行业而言，如果采用纳米涂层的密

封件，或阀芯的纳米涂层工艺，或

许能快步跟上世界先进气动技术的

步伐。目前，有一些厂家选用减少

磨损的涂层工艺，使橡胶密封件表

面氟化。或采用纳米减磨涂层工艺，

这类纳米涂层工艺可减少摩擦副之

间的附着力，减少粘连，消除“星

期一”现象，大幅度缩短开启时间，

每次开启时间趋于恒定，并使阀芯

运动寿命趋于无穷大。这是气动技

术的一大进步，我们期待密封件工

艺在我国气动元件上有所突破，这

就是我对密封件技术的粗浅看法。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公

司总裁  王树声

烟台未来公司主要生产气缸和

油缸，现在油缸的生产量比较大，

使用的密封件基本都是 Parker、赫

莱特等，国产密封件基本不用。

公司刚开始生产气缸、油缸时，

都用国产密封件，但出现了很多很

多波折，最后出于无奈，才全部采

用进口密封件，包括静密封。今天

上午听了报告，下午看了中鼎密封

的生产规模和实验设备，感觉非常

激动，中鼎公司为中国气动、液压

行业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我们可以

用自己的密封产品了。

烟台未来公司在 2012 年用了

将近 500 万元的密封件，这些密封

产品价格都非常昂贵，但是质量有

保证。希望中鼎公司能够为我们提

供物美价廉的密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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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利达气动成套有限公

司总经理  夏国伟

宁波溪口气动元件厂家非常

多，益达公司主要生产气动元件中

的 4 大类产品，这些产品都要用到

密封件，其中中低端产品用国产密

封件，高端产品用进口密封件。

密封件对气动产品来说非常之

关键，不过我们在采购密封产品时

除了考虑质量，还要考虑制造成本，

也就是说性价比要高，这样的话国

产气动元件的竞争力才会更强。

今天来到中鼎公司感触很深，

原来觉得不可能攻克的密封难题已

经有了很大希望，如可靠性、使用

寿命。气动产品越来越多地用在对

环保要求非常高的设备上，如医疗

机械、食品机械，所以我们气动厂

家对无油润滑密封寄予很大期望。

如果能致力于攻克这项技术，一定

会有很大的市场，也会得到国家的

大力支持。

奉化气动产业集群有几百家企

业，对气动元件的配套件的总的需

求量非常之大，但是每家公司的订

单不会太大，而且品种规格很多，

就益达公司而言，就要用到很多非

标密封件。作为一家大型密封件制

造企业，中鼎公司是否会接我们这

些小批量、多品种的订单？想听听

中鼎公司的想法。

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

公司总工程师  方芙年

康茂胜是一家意大利公司，主

要生产气动元件，从气缸、阀、气

动三联件，到一些成套设备。今天

来到中鼎公司参观学习，大有启发，

对于密封件的制造过程有了较大的

了解。

对于气动密封件的产品研发、

性能要求等，我谈一点看法：

第 一， 压 力， 密 封 件 的 最

高压力设定在 1MPa 比较合适，

0.5 ～ 0.7MPa 在一般情况下可以，

但是康茂胜公司的气动产品很多都

是使用在 1MPa 的情况下；

第二，速度，气动的最高速度

如果只有 500mm/s，肯定不够，我

们翻阅密封件手册能看到，一般气

动速度的最大值是 1m/s。所以要满

足用户要求，至少要达到 1m/s。

第三，寿命，如果气动密封件

寿命是2000km是比较低的，康茂胜

公司定的指标是 10000km 公里，个

别的是 5000km。所以如果能把气动

密封件的寿命定在 5000 ～ 10000km

是比较合理的标准。

第四，润滑脂，在提供密封件

产品的同时，将和它最佳组合的润

滑脂介绍给用户。

宁波光华气动工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孙光锋

光华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公

司，主要从事气动产品生产和外贸

销售，已经销往 120 多个国家，所

以对产品质量要求非常高，对密封

件的要求也很高，主要采用美国派

克、三菱公司的密封产品。目前气

动元件销售在同行业中排在前列。

这次到中鼎公司看到这么多高

端设备和一系列检测流程，对中鼎

公司的密封产品充满信心，我们将

大力支持国产密封件。参观时有幸

看到了有些国外进口的生产设备上

有光华公司的 EMC 商标，证明光华

公司的气动产品出口后又随主机回

到祖国，让我们倍感自豪，

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与中鼎公

司合作，这期间也牵涉到几个问题：

1. 光华公司销售的产品有 2000 多

个类型，量少规格多，在密封件的

生产、开模、供货周期等方面怎么

来保障；2. 希望通过这次交流，通

过各位专家和协会的协调和组织，

统一规格，这样可以缩短模具的生

产周期，降低成本，气动产品的价

格才有竞争力；3. 每家气动公司对

自己的特殊产品都有知识产权，中

鼎公司是否能保证保护每家公司的

知识产权，以保障客户的新产品开

发计划。

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  毛信强

索诺公司主要生产气缸、电磁

阀、气源处理器，涵盖了整个气动

元件的所有产品。我上个月去日本

拜访了三菱公司，和中鼎公司的规

模相比，三菱公司的规模并不大。

所以我相信中鼎公司有替代进口密

封产品的能力。

宁波地区有大小气动企业 500

家左右，作为奉化气动工业协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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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肇庆方大气动有限公

司董事长  王少瑜

气动密封的品种规格多，数量

少，金额不高，所以大家对国产密

封替代进口都心存疑虑。要想有成

效，建议中鼎公司重新整合主要的

气动孔用、轴用密封件，变成标准

化的系列产品。比如一个气缸活塞

密封件，按不同截面、要求来分，

可能有上百种。以前选用进口密封

件时，有合适的就用，没合适的换

其他品牌。今后，希望中鼎公司能

够研究、优化这上百种孔用密封件，

变成一两个系列的最优化密封件，

这样就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的问

题。而且也可以根据液压、液力、

气动各个行业使用的密封件的要求

不断地改进，密封件这个关键配件

的性能优化、提高了，也能使我们

的气动产品的性能提高。

国家气动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主任  路波

随着气动产业应用领域的扩大

和快速发展，气动元件的使用量日

益增加，气动密封件的消耗量也在

呈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为满

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各气动元件生

产厂家对密封件的性能要求也日趋严

格，特别是对应用于极端、苛刻条件

下的气动密封件需求量不断增加。

气动密封突出的问题集中在

动密封。以气缸和电磁阀产品为

例，据国家气动产品质检中心最新

统计，在 2011 ～ 2013 年 5 次监督

抽查中，共抽取 102 批次的电磁阀

和气缸，其中 19 批次不合格，有

12 批次存在密封性能和耐压性项目

不合格，占到 63.2%。因此，若能

有效解决气动密封件产品的质量问

题，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气动产

品的性能。

在常规气动元件检测中发现的

不合格问题主要是密封性能，即通

常所说的气动元件存在漏气现象。

尤其是在高低温（低温 -40℃，高

温 150℃以上）、高压、高负载等

苛刻工况下，气动密封件更容易出

现严重的漏气现象。我们在检测过

程中也发现，在上述特殊工况下，

与国外相比，国产气动密封件在质

量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差距。因此，

国内密封件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产品

性能，才能在市场中获得全面信赖。

若排除其他因素（如元件加工

精度、装配尺寸及精度等）的影响，

气动密封件的质量是影响气动产品

性能的主要问题。可以说，密封件

的质量对气动产品的性能指标、寿

命和可靠性起决定性的影响。对气

动密封件而言，其在技术上应具有

良好的耐磨性、永久压缩变形小、

摩擦阻力小、良好的温度适应性和

耐水性、耐久性和可靠性。

由于国外密封件产品质量稳定

可靠，一直在气动元件生产企业中

得到广泛认可，企业出于对自身品

牌、产品整体性能、市场竞争等方

面的综合考虑，依然会选择高价的

国外品牌。因此，也导致了国内密

封件厂家丧失了进入高端市场的决

心和信心，减少对新产品研发和质

量改进的设备和资金投入，从而使

产品在低端市场止步不前。

要重塑国产气动密封件在国

内市场的信心必须依靠行业龙头企

业，重点解决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 树立为民族工业奉献的精

神和历史责任感。

2. 开展高端气动密封件的技

术攻关，力求使产品在具有相对较

低的价格的同时，性能达到或超过

国外同类产品。

3. 密封件龙头企业可以与大

型气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联

合开发某些重要气动密封件产品，

由龙头企业率先解决大批量产品的

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问题。

例如，在“气动行业质量提升

工程”中，针对气动密封圈的寿命

问题，国家气动产品质检中心曾联

合奉化气动企业，会同宁波市质检

院、宁波大学等专家在生产技术、

产品质量等方面开展了技术攻关。

通过电磁阀用密封圈可靠性检测试

长，我提几个气动密封的问题：

1.模具。气动产品种类繁多，

建议中鼎公司的项目开发小组和我

们企业对接一下，把产品标准化。

2. 质量控制和技术服务。质

量方面我们对中鼎公司很有信心，

但各个企业对密封产品有自己的个

性化需求，希望中鼎公司同样在技

术服务方面也给予充分重视。

3. 供货。中国有气动企业近

1000 家，而且订单量有很大差距，

有的可能 10 万个订单，有时可能

10 个订单，所以希望中鼎公司多库

存一些标准件，定制产品也能跟上

客户的供货要求。

4.价格。希望双方在联合开发

之前，能够有一个指导性的价格。要

实现密封件国产化，性价比一定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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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改进了工艺，使相关产品的使

用寿命延长了 33%。目前，该项成

果已转化为《气动元件用 O 形橡胶

密封圈》联盟标准并通过专家审定，

正式进入推广阶段。 

4. 在密封件产品寿命检测过

程中，需要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

密封件产品的寿命主要由其自身材

料的性能所决定，但使用条件（如

径向负荷、光洁度、异物进入、装

配尺寸等）也会对产品的寿命产生

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的寿命检测

多数是在理想条件下进行测试，难

以反映出实际工况下密封件的使用

寿命。因此，如果根据企业需求，

模拟现场实际应用工况，设计检测

步骤和流程，使检测数据能够更真

实地代表密封件的寿命，是质量监

督检验机构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

当上述测试方法趋于成熟并积累大

量实验数据以后，应该将这些成果

转化并反映在密封件行业标准中，

更好地指导企业研发、设计、制造

气动密封件产品。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 

夏迎松

中鼎公司刚开始就是做液压、

气动密封起家的，后来因为市场等

多方面原因以汽车市场为主，并得

到了发展壮大，但我们一直没有丢

弃液压、气动市场，一直都在为这

个行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小批量、多品种是中国零部件

市场的普遍特点，近些年才有批量

大的产品。中鼎公司一直在做小批

量、多品种的产品，具有一套特有

的、经验丰富的管理方式和理念，

这也是我们的最大优势之一，我们

有一个车间，专门做小批量、多品

种的，即使是 10 个也会做。我们

有自己的研发中心，从炼焦、模具

到生产设备加工等等，都是自己做，

所以具备快速为客户服务的能力。

中鼎公司跟很多国际知名公

司合作过，包括博世公司，这些

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和知识产权，

他们之所以对中鼎公司充满信任，

就是因为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做得非常好。中鼎公司通过这么多

年大量的技术投入，专利产品的申

请，成长起来了，我们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也一定会对

客户的知识产权保护给予高度重

视。我们始终认为，企业要坚持创

新才能不断壮大，客户成长了我们

才能成长，保护客户实际上也是保

护自己。

我们也注意到了气动行业的标

准非常多，希望以后能尽量标准化，

这对企业的成本下降、质量提升非

常重要，也能提高企业跟供应商的

议价能力。

我父亲夏鼎湖董事长曾说过：

密封产业的投入不是百分之一百，

而是百分之两百，整条生产线的水

平要求非常高。正如大家所说，产

品做得再好，密封件出问题，产品

最终肯定出问题。所以我们深知密

封产业的重要性，作为中国密封行

业的领军企业，中鼎公司应该承担

起壮大中国密封产业的民族责任，

就如沙宝森理事长对我们说的：你

们必须责无旁贷。

感谢所有参加此次对接会的企

业、专家，我们非常珍惜这次面对

面的交流，倾听你们对中鼎密封提

出的各种问题和建议，中鼎公司将

在今后与行业同仁一道为提升高端

密封技术，为中国民族密封产业贡

献力量，相信这个行业一定会有中

鼎公司的发展空间，也请大家给中

鼎公司一个攻高端的机会，中鼎公

司一定会不负众望。我们相信只有

你们圆了自己的梦，才能圆中鼎公

司的梦，圆行业的梦！

后记：

“液压、气动、液力行业高

端产品与中鼎密封件产需对接会”

的成功举办，在行业内外引起关

注和反响，这是中国液压气动密

封件工业协会的创新举措，然而

这只是协会产需对接系列工作的

开端，也是中鼎公司与液压、气

动、液力行业全面开展对接的开

端。中鼎公司在会后的几个月里，

派出高管团队紧锣密鼓地走访了

业内多家有合作意向的企业，如

伊顿液压系统（济宁）有限公司、

山东泰丰液压设备有限公司、山东

中川液压有限公司、中航力源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山推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传动分公司、上海新

益气动工程有限公司等，与这些

企业进行了前期研发、产品试制、

台架试验等多方面的交流沟通，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协会正在积极推进产需对接系

列工作，希望业内同仁继续积极参

与，坚定信念、团结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