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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动力传

动展（IFPE 2014），作为专注于

流体动力技术的国际知名专业展

会，越来越受到了国际业界同仁的

广泛关注，成为全球流体传动产业

技术发展趋势的标志性展会，展现

了最新的科技成果，提供了最佳的

学习教育课堂。国际工程机械展

(CONEXPO-CON/AGG) 与国际动力传

动展（IFPE）的同期举办，有效地

将主机和配套产业紧密结合，提升

了展会的整体效益，吸引着全球众

多的专业人士汇集在这里。“交流、

合作、共赢、”已成为各国产业间、

企业间的共识，积极有效地促进全

球流体动力产业技术进步与发展。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动力传动

展会，强调加强工业教育与技术创

共同分享  共同进步
——美国 IFPE 2014 展会综述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宋京其、祁金一

新，强调产业间的合作和发展，共

同把握未来产业继续发展的命脉。

诸多新产品和技术服务在展会争先

亮相，让我们感受到“创新”在展

会中的重要体现。主办方推出的优

质导航服务和信息发布，为展商和

观众提供了快捷便利的良好条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展会非常注重媒

体的力量，充分发挥国际专业媒体

的技术功能，将最新技术发展趋势、

最新技术成果、最新技术应用案例，

通过媒体向全球广泛传播，技术与

教育的结合、技术与实践的结合贯

穿于整个展会。

作为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杂

志社，应本届展会主办方特别邀请

赴美参加了展会，收集整理出展会

相关信息。在杂志的本期综述与评

论栏目中，我们可分享协会专家委

特别顾问张海平博士撰写的“2014

拉斯维加斯国际动力传动展新产品

见闻”和杂志主编宋京其研究员撰

写的“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动力传

动展流体传动技术再教育亮点介

绍”。我们还整理了 2014 美国拉

斯维加斯展国际流体动力峰会有关

“国际流体动力市场分析”资料，

以及中国展团赴美参展工作的简

况，一并在此刊登发表，其目的，

是让更多未能参加展会的企业和同

仁也能了解到展会信息，分享展会

的成果，思考未来的发展，得到更

多的启迪。

展会概况

2014 年 3 月 4-8 日 在 美 国

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国际动力传动

2014 美国动力传动展览会开幕 2014 美国动力传动展览会再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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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和工程机械展览会（IFPE & 

CONEXPO-CON/AGG 2014）总面积超

过 23 万平米，展商超 2400 家，吸

引观众达 13 万多，展出面积、展

商和观众数量及再教育活动售票量

都创造了新的记录。其中国际观众

人数超过3.1万人，比上届增加9%，

观众来自的国家从上届的 159 个增

加到 170 个，境外观众多来自拉丁

美洲、中国、加拿大和欧洲。75%

的参观者来自管理层，其中高管占

36%。展会再教育活动的售票达 4.1

万张，可见当今世界业界人士对新

知识、新技术的渴望。

本届流体动力传动展展出面积

超 1.5 万平米，展商超过 400 家，

展出面积和展商数量也都创下了历

史新记录。展会把行业需要放在第

一位，提供全球流体动力 / 传动 /

运动控制领域最新的产品和技术，

展会观众的层次和热情之高、交流

和互动之活跃、商贸和合作都远远

超出了预期。与会者还利用展会再

教育活动平台（见本期“综述与评

论”栏目）为业内仁人志士交流创

造了绝佳机会，达到了知晓行业产

品与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市场开拓的

脉搏。

中国流体动力展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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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起合作，共同组团中国流体

动力展团参展。我们先回顾一下近

三届中国流体动力展团变化情况：

2008 年中国展团参展企业 36 家，

参展面积 351 平方米；2011 年参展

企业 64家，参展面积 706平方米；

2014 年参展企业 87 家，参展面积

850平方米。从以上数据分析可见：

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对新

技术、新工艺的关注、对展会平台

的利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参与，

在国际展会舞台上发挥的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本届展会中我们看到，中国

具有实力的一些骨干企业在展会中

纷纷登台亮相，为中国展团增添光

彩，展示出他们的先进技术和优质

产品。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贵州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大力液压

马达股份有限公司、黎明液压有限

公司、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

公司、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

司、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宁波光华气动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威尔康气动液压有限公司、宁

波嘉诚液压有限公司等。这里仅就

中国展团的部分参展企业介绍给广

大读者。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主导产品有电液比例

高性能二通插装阀及阀块、伺服比

例阀、电液集成系统、高压油缸、

负载传感高性能多路阀及工程机械

用变量液压集成系统等，广泛应用

于锻压机械、铝型材挤压机、注塑

机、棉花打包机、挖掘机、抓草抓

木机、起重机、液压桩机、石油修

井机、岩芯钻机、压缩垃圾站、拖

拉机、收割机、收获机及甘蔗装载

机等机械设备上。

展出产品有：二通插装阀系列

及大型阀块、伺服比例阀、电液集

成系统、多路阀等。

◆贵州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生产 30 多个系列 300

多个型号的高压柱塞液压泵/马达，

农机用液压元件、轿车球笼式等速

万向节及液压系统，在国内同行业

的市场覆盖面和占有率居于领先地

位，产品广泛为工程机械、建筑机

械、矿山机械、冶金机械、船舶机械、

工业机械、铁路机车等行业的液压

中国展团参展企业在美国动力传动展会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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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配套。产品已远销北美、

南美、欧洲、东南亚、南亚、中东

等地区。

展出产品有：多个系列品种的

高压柱塞液压泵 /马达。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金城集团液压工程事业部的主

导产品有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

绞盘、电动绞盘、提升及回转装置，

是将金城航空工业高、精、尖的技

术优势转化到民用液压上的成果，

应用于各类工业设备、工程机械、

车辆、船舶等用途，产品远销北美、

中东、欧洲、南美、东南亚等国家。

展出产品有：叶片泵、VQ 系

列泵芯、T6C 系列泵芯、提升及回

转装置等。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股份有限

公司

该公司是专业化研发并产销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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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为农业

机械、工程机械、工程车辆、塑料

机械、渔业机械、石油机械等多种

装备配套。在全球同行中，规模、

产销数量属于第三位，出口到世界

各地。

展出产品有：各类转向器和液

压马达。

◆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以生产液压过滤器为

主的液压产品制造厂家。主要产品有：

各类液压过滤器、液压空气滤清器、

冷却器、蓄能器、液位控制器、液位

液温计、微型测压软管总成、过滤装

置及其他液压辅件等系列产品。

展出产品有： 2类专利产品即：

DAB 系列吸湿空气滤清器和 TRF 系

列吸回油过滤器，前者是是一种多

级深层次过滤吸湿型空气滤清器，

是高精度的空滤器和高性能的吸湿

物质的结合；后者把吸油、回油过

滤的功能融为一体，减少了设计空

间，适用于空间有限的闭式回路液

压系统 , 同时该系列过滤器设有积

污槽，确保沉积的污染物在更换滤

芯时，能随同滤芯一起带出。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

公司

该公司产品包括高端液压元

件（高压柱塞泵 / 马达、高压多路

阀、比例伺服阀、高压叶片泵 / 马

达、高压齿轮泵 / 马达）、高压大

口径油缸、高可靠性液压系统总成、

高压精密液压铸件。主要满足工程

机械、汽车、冶金、重矿、海洋、

机床、船舶、石化、通用、农机、

新能源等领域和重大装备国产化的

需求。

展出产品有：高压柱塞泵 / 马

达、高压多路阀、比例伺服阀、高

压叶片泵 /马达等。

◆佛山市顺德区中意液压有限

公司

该公司专业化大批量生产低速

大扭矩液压马达 , 用于塑料机械、

煤矿机械、船舶机械、机床、地质

钻深设备、矿山建筑工程机械、起

重运输设备、重型冶金机械、石油

机械、林业机械、木材加工机械等

各种机械的液压传动系统中。特别

适用于注塑机的螺杆驱动、提升绞

盘、卷筒的驱动、各种回转机构的

驱动、履带和轮子行走机构的驱动

等传动机械中。生产的 MRC 系列和

MRCN 系列液压马达均为高新技术

产品。 

展出产品有：MRC 系列和 MRCN

系列液压马达的部分产品。

◆宁波市博尔法液压有限公司

该公司专业致力于液压元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长期以来为工

程机械、石油、冶金、矿山、船舶、

机床、农机和军工提供优质配套件，

部分产品已经出口至德国、英国、

意大利、法国、美国等世界 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展出产品有：多路换向阀、平

衡阀、控制阀组、缓冲阀、液压锁、

高压球阀、电磁球阀等。

◆宁波威尔康气动液压有限

公司

该公司是生产各种气动管接头

及气动快速接头，液压快速接头的

专业工厂，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液

压传动，气动传动等流水线上与装

卸系统、液压系统、组装配系统、

控制系统、模具加工系统、包装系

统、印刷系统、装钉系统、胶合系统、

夹持操作系统配套使用。

展出产品有：各种系列化的气

动快速接头和液压快速接头。

◆宁波嘉诚液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国内液压管接件行业

中著名制造商之一，产品有软管总

成、软管接头、过渡接头等。

展出产品有：各类软管总成、

软管接头、过渡接头。

◆宁波汉商液压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集液压阀和液压

系统设计研发、生产制造与国际贸

易为一体的实业公司，生产的三大

系列工业液压阀及行走机械液压阀

不仅畅销全国，并且远销欧美等世

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参展产品有：工业液压阀、行

走液压阀和超高压液压阀。

◆浙江苏强格液压有限公司

该公司生产液压柱塞泵、多路

控制阀、液压软管总成、软管接头

和过渡接头等，供应徐工、柳工、

卡特彼勒山工、三一重工、龙工、

成工、山推、临工、长起等知名主

机单位，出口到欧、美、澳、亚、

非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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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产品有：柱塞泵、多路阀、

液压软管总成等。

◆宁波精艺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生产通用阀门、管

件等，产品出口到美国、英国、德国、

俄罗斯、东欧各国。

参展产品有：铜气阀、铜球阀、

暖气阀、分水器、止回阀、角阀、

铜闸阀、安全阀、排气阀、过滤阀

和各种接头等。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

公司

该公司设计、开发、生产气动

控制元件（阀）、执行元件（气缸）、

气源处理件、辅助元件以及成套设

备，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出口到

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地；是国内

气动元件出口最早的企业之一。

展出产品有：气动电磁阀 , 气

源处理器 , 气动接头等气动产品。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

公司

该公司专业生产气源处理元

件、气动控制元件、气动执行元件、

气管、接头及气压冲床等多类产品，

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及世界五十多个

国家。展出产品有电磁阀 , 阀门配

件 , 单向阀 , 脚踏阀 , 气缸 , 气

动接头 , 气源处理器等气动产品。

◆宁波光华气动工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

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和应用实践，

为帮助客户实现生产效能最大化的

经营目标，提供高效、智能、精准

和低耗的气动领域及工业自动化整

体解决方案。

展出产品有：气缸、电磁阀、

二通阀、换向阀和气源处理件等。

◆兖矿集团邹城金通橡胶有限

公司

该公司主要产品为煤矿液压胶

管与总成、工程机械液压胶管与总

成、农业以及大、中、小型液压机

械软管与总成、特种液压胶管与总

成等产品。

展出产品有：各种胶管和总成，

展会期间与 130 人次进行了洽谈，

并初步与 5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

◆浙江博莱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生产聚氨酯、F4 复合

材料、橡胶为原材料的密封件，及

各类阀门密封环，聚酯型、聚醚型

TPU 热塑胶粒，弹性联轴器等，产

品除供应国内知名企业外，大批出

口西班牙 , 马来西亚 , 阿联酋 , 叙

利亚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展出产品有：液压、气动用橡

胶密封件。

◆嘉善金泰工程塑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产品填充改性氟塑

料系列、PFC高强度夹布酚醛系列、

液压密封系列

等，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矿

山机械、锻压机械等行业，并远销

法国、意大利、荷兰、日本及台湾

等地区。

展出产品有：液压用密封件。

此外，上海国昂液压设备有限

公司、深圳中航商贸有限公司、宁

波兴明液压器材有限公司、广州市

一桥贸易有限公司、宁波依得力液

压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三艾气动科

技有限公司、宁波澎湃液压有限公

司、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等

企业也都带着自己的精密产品参加

了展会。

国际交流活动

中国流体动力展团的组织者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展期

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拜访美国 Dura-Bar 公司

展台

美 国 Dura-Bar 公 司 创 立 于

1961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

北美唯一一家连铸铸铁型材生产企

业，总部位于伊利诺斯州。公司一

直提供零缺陷保证 - 保证产品无

铸造缺陷和坚持高环保安全生产标

准。Dura-Bar 公司生产的优质连铸

铸铁产品，可以替代部分钢材和铝

材。在全球积极倡导“节能降耗、

绿色环保”的大环境下，我们将此

新技术、新材料推荐给大家。

◆拜访美国 Engis 公司展台

美国 Engis 公司成立于 1938

年，从一家小型的钻石刀具生产商

发展成为今日全球研磨 / 抛光行业

的先驱，公司的发展方向从未改

变，在超精细研磨 / 抛光市场上不

断树立业界的最高标准。凭着超过

50 年的钻石微粉加工经验，Engis

公司以喜百事（Hyprez）品牌生

产及销售的各种平面研磨和抛光

机床和内孔精加工机床，广泛应用

于液压，气动，陶瓷，压缩机，齿

轮，粉末冶金，塑料等精密零件加

工。尤其适合加工汽车连杆，曲轴

及凸轮轴孔，摇臂，挺杆孔，喷油

嘴，制动器，转向器，增压器等零

件。此专用设备可在我们行业广泛

应用，可精简加工工序，确保产品

的一致性。

◆拜访意大利 Hydronit 公司

意大利 Hydronit 公司专注于

设计和制造最好的液压动力单元，

阀门和部件，有多个针对不同的动

力传动领域生产的子公司。该公司

的核心战略是全力以赴，追求卓越。

专注于研究，开发和生产模块化液

压动力包和相关组件。专业化的生

产和生产模块化方式值得我们企业

学习和借鉴。

◆拜访英国 Webtec 公司

英国 Webtec 公司成立于 1964

年，是一家专业制造液压测量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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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产品的生产商，为包括美国、法

国、德国及中国在内的全球客户提

供工程设计，生产制造，装配，测

试和销售等综合性服务。其产品主

要有液压控制装置、流量状态监控、

诊断测试设备和测试台仪器等，他

们开发出在线检测设备对实现智能

制造提供了基础。近年来也积极参

加中国上海的 PTC 展会，并举办了

技术交流，值得业内人士关注。

◆参加国际流体动力统计组织

会议

2014 年 3 月 6 日上午由国际

统计组织委员会（ISC）组织召开

的“国际流体统计会议”在美国

拉斯维加斯展馆会议中心会议厅

举行。来自美国、中国、意大利、

比利时、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

欧盟 CETO 组织和中国台湾区流体

动力协会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

国际统计组委员会主席 Amadio 

Bolzani 先生主持了会议。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程晓霞女士、协会特别顾问张海平

博士、杂志社主编宋京其先生代表

我国协会出席会议。会议围绕国

际统计工作、数据采集程序和扩

大统计范围等大家关心的事宜进

行认真讨论并达成共识。会议商

定下次国际统计会议将于 2015 年

4 月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

召开。

◆参加国际流体动力峰会

2014 年 3 月 6 日下午，由美

国流体动力协会（NFPA）组织召开

的“国际流体动力峰会”在拉斯维

加斯流体传动展会议中心举行。来

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法国、

德国、意大利、印度、日本、墨西哥、

瑞士、土耳其、美国、中国及中国

台湾区的流体动力同业协会负责人

应邀出席峰会并作交流。应邀参加

峰会的还有来自全球知名的流体动

力企业代表。

峰会由美国卡特彼勒系统产品

经理 Phil McCluskey 代表东道主

致大会欢迎词。美国设备制造商协

会（AEM）副主席 Albert Cervero

先生首先就“全球工程机械装备设

备行业趋势和挑战”作报告；国际

统计组织委员会（ISC）经济部副

主席 Domenico Di Monte 在峰会上

就“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发展和市场

分析”作报告。各国协会代表就“流

体动力产业有效应对面临挑战与发

展战略”作交流发言。国际 ISO/

TC131 主席 John Berninger 先生就

“关于液压气动国际标准 ISO/TC 

131 作专题报告；美国流体动力协

会 CEO Eric Lanke 先生代表大会

组织方作了总结发言。

我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女士、

协会特别顾问张海平博士、杂志社

主编宋京其先生代表协会应邀出席

峰会，张海平博士就“中国机械工

业概况”和“中国流体动力产业发

展现状和趋势”作交流发言，他简

要介绍了装备制造业市场需求给中

国流体传动产业带来连续多年快速

发展的上升趋势，展现出中国流体

传动产业在未来发展中将保持稳定

持续的良好态势，赢得峰会代表的

特别关注。本次峰会为全球同业协

会和流体动力产业间提供了良好的

交流平台，为相互增进友谊、加强

了解、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创造了

条件。

◆拜访展会主办方

2014 年 3 月 8 日上午协会副

理事长程晓霞女士、杂志社主编宋

京其先生在展馆贵宾室与展会主

办方美国机械制造商协会亚太区

运营总监李凯恩先生和会展部经

理孙红宇女士会面交流。双方就本

届展会组织工作以及中国展团情

况进行沟通，双方一致认为：中国

展团在本届展会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展团整体影响力和参展企业质

量迅速提升，引起和得到众多国外

企业和主办方的重视和好评，看到

2014 国际流体动力统计组织会议代表合影 2014 国际流体动力高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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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增幅。

表 2 中对比了 2013 年和 2012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的

变化：欧盟在液压市场从 33.7% 降

至 28.8%，气动市场从 32.6% 降至

30.5%；美国在液压市场从 31.3%

小幅增长至 31.8%，气动市场从

24.6% 下降至 23.9%；中国台湾在

液压市场和气动市场都保持了 0.8%

和 2% 的份额不变；日本在液压市

场从 9.2% 小幅增至 9.5%，气动市

场从 16.9% 小幅降至 16.6%；中国

在液压市场从 25% 增长至 29.2%，

气动市场从 23.9% 增长至 26.9%。

表 3 中 2013 年对比 2012 年液

压产品国内销售额增长的国家有中

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

瑞士和土耳其，法国持平，其余国

家均呈不同程度下跌态势。气动产

品销售额增长的国家占多数，有中

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

西班牙、瑞士、中国台湾、土耳其

和英国，法国、德国持平，下跌的

国家仅有芬兰和美国。

表 4 中 2014 年对比 2013 年，

各国对于液压和气动市场订单和销

售情况预测都比较乐观，均给出了

不同程度的增长或持平预测。

2014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流体动力产

品本国市场销售额（表1）；液压、

气动行业 2013/2012 年度主要国家

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表2）；液压、

气动 2013/2012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

区国内销售额增减幅度（表 3）；

2014/2013 液压、气动市场订单和

销售增长幅度预测（表 4）。

表 1 阐 述 了 从 2000 ～ 2014

年，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及台

湾地区的销售额走势。美国和日本

在 2000 ～ 2008 年间受经济危机影

响一路下滑，但 2008 年～ 2012 年

美国经济复苏明显，2014 年预计走

势继续稳步上行，日本则进入持续

疲软下行趋势；欧盟 2000 ～ 2008

年受益于经济一体化，8 年间增长

了近 50% 的销售额，但近几年受中

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崛起影响，

市场逐步出现萎缩，预计 2014 年

会有小幅回升；中国台湾则一直维

持在 4 亿欧元左右的销售额，上下

小幅波动；2000 ～ 2011 年中国流

体动力市场销售额随中国经济的崛

起从 2000 年的仅仅 5 亿欧元，到

2011 年达到 86 亿欧元，在近几年

国际流体动力市场都呈现萎缩下滑

的趋势下，能依然保持着年 10% 左

在参展企业中一些骨干有实力的

企业高层领导亲自带队，每天坚守

在展台一线，充分利用宝贵的展会

时间，积极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用

户，收获颇多。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

国展团需要整体提升技术和产品的

质量，针对性的做好参展产品准备，

并希望能有更多、真正具有代表中

国流体动力技术水平的好产品来展

示，展现中国力量！ 

双方的交流中还提出新的工作

目标：共同走进展商企业沟通交流，

听取意见和建议，改进服务质量和

水平，增强展商对我们组织者的信

任度。

从展会看国际流体动力产

业发展趋势

为了让行业同仁了解世界流体

动力产业发展情况，现将高峰会国

际统计组织委员会（ISC）经济部

副主席 Domenico Di Monte 的发言

内容做了整理，通过这些数据，可

分析国际流体动力产业发展趋势。

ISC 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全球主

要国际和地区流体动力产品及市场

情况做了数据统计分析： 2000-

表 1  2000-2014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流体动力产品本国市场销售额（单位：千欧元）

            2000 年       2008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预测）

欧盟地区  液压产品销售额    6.056.827     9.542.538      9.228.348  7.411.349       7.799.437

  气动产品销售额    2.701.866     3.090.825      3.188.309  3.052.949       3.185.254

  合计           8.758.693     12.633.363     12.416.657  10.464.298      10.984.691

美国  液压产品销售额    7.446.942     6.286.187      8.561.644  8.191.161       8.518.808

  气动产品销售额    2.503.125     1.542.196      2.412.827  2.390.240       2.449.996

  合计           9.950.067     7.828.383      10.974.471  10.581.401      10.968.804

中国台湾  液压产品销售额    268.067       245.883        218.300  200.836         200.836

  气动产品销售额    145.397       143.638        196.728  204.597         207.666

  合计           413.464       389.521        415.028         405.433         408.502

中国  液压产品销售额    477.723       3.431.864      6.824.700  7.507.095       8.257.804

  气动产品销售额    81.252       1.075.942      2.340.888  2.691.969       3.015.006

  合计           558.975       4.507.806      9.165.588  10.199.064      11.272.809

日本  液压产品销售额    2.754.971     2.123.995      2.519.378  2.436.238       2.436.238

  气动产品销售额    3.265.688     1.518.878      1.655.527  1.655.527       1.655.527

  合计           6.020.659     3.642.873      4.174.905  4.091.765       4.091.765



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4 年第 06 期 87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表 2  液压、气动 2013/2012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国家（地区） 中国  芬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罗马尼亚  俄罗斯  西班牙  瑞士  台湾区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液压      10  -18 0    -4   -0.5 -3.3 5 18     1.9    1.7     -8    10    -4.3  -4.5

气动      15  -7 0    0    4          5 8      8.7    2.9     4    10    1.1    -1

表 3  液压、气动 2013/2012 年度主要国家国内销售额增减幅度（%）

                 (a)2013/2012 年度液压市场份额                                             (b)2013/2012 年度气动市场份额

表 4  2014/2013 液压、气动市场订单和销售增长幅度预测（%）

（a）
2014/2013 液 压 市
场订单和销售增长
幅度预测（%）

（b）
2014/2013 气 动 市
场订单和销售增长
幅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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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沙宝森 2008 年赴美国的

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的几点

启迪，至今对企业发展仍有现实意

义，我们这次参展参观中仍有同

感。为此，我们将此摘抄在这里，

与大家共勉，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

的思考。

 1. 必须树立液压传动与控制

的新理念。现代的液压传动与控制

技术要通过借鉴、移植和融合电子

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自动

化技术及新材料、新工艺等先进技

术，液压产品结构升级，生产方式

和应用领域都有了翻天覆地变化，

开始进入集成、绿色、智能时代，

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我国的液压产

品才能进步。

2. 我们的企业一定要树立谋

全局、谋万世，开“百年老店”的

战略意识。在现代市场竞争中，一

个企业领导者是企业家，不谋万世

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

足谋一域。我们的企业要作强、作

大，必须要有这一战略意识，要有

开“百年老店”的博大胸怀和志向。

3. 一定坚持专业化的方向。

只有专业化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提

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才能有高效

参展参观启迪

为了组织好这次中国展团参展

工作，保证顺利完成公务任务，出

发前组织单位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和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

任公司共同组织召开“2014 赴美国

拉斯维加斯流体传动展参展团集中

会”。会上，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

就参展工作提出要求，重点强调了

参展工作中要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

参展安全以及应急事件处理，要求

大家要团结一致，以中国展团整体

利益为重，展示出中国企业良好形

象、中国制造好的产品和技术水平；

要借助展会技术交流平台，学习了

解新技术，积极开发新市场。西麦

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

人针对参展具体注意事项作了详细

安排和说明，为圆满完成这次出展

任务奠定了基础。

虽然 2014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

国际动力传动展拉斯传动展（IFPE）

已成功举办，落下帷幕，但本届展

会的影响力和展会取得的成果，以

及带来的收获和得到的启迪，已深

深地印记在我们的脑海里……。

在总结参展工作时，我们再

次翻阅了协会原理事长（现任名誉

益。即使向派克、伊顿这样大的企

业集团，其下属生产企业也是实施

专业化生产。他们的单一生产企业

规模并不大，但生产效率和经营销

售额都很高。

4. 要注重研发投入，才能实

现技术创新。液压传动与控制产

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

基础产业，派克公司、伊顿公司液

压传动与控制产品市场认可，并不

断创新，这是他们多年来科技人员

辛勤工作，大量研发费用投入积累

的结果。我们企业在技术力量、资

金投入实力不强，这是现状。但要

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改变思想观

念，要注重对科技人员和技术开发

的投入。

5. 要重视行业企业的重组和

整合，实现体制创新。派克公司、

伊顿公司都在实施并购战略，他们

的发展经验告诫我们中国到流体传

动产业要作强、作大必须进行重组

整合。特别是已步出原始积累阶段

的民营企业要实现快速提升，重组

整合体制创新已迫在眉睫。一定要

打破诸候割据、区域封闭、单打独

斗的经营模式。实施区域重组，跨

地区、垮部门、跨行业联合，才能

形成民族航母旗舰企业。

期待：我们期待 2017 年美国

拉斯维加斯国际动力传动展览会能

再次成功举办，也期待能在展会中

学到更多的创新思维、看到世界流

体动力产业的不断进步。我们更期

待有更多的具有实力的中国企业积

极参与并带着自己自主创新产品参

加展示，挺起中华民族流体动力产

业的脊梁，彰显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为中国流体动力产业由大国到强

国，由制造到创造，由产品到品牌

的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展团出发前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