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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十二五”以来，我国液压、液力、

气动、密封行业的经济运行受国内外经

济变化的影响，增幅出现了较大震荡，

但经济运行规模总量仍实现了稳步增长。

2013年是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十二五”

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在国家稳增长、

调结构、促发展方针政策的引导下，行

业整体运行趋稳回升，运行质量逐步提

高；一年来在攻高端、夯基础、强管理

的同时，加快推进行业转型升级，经过

全行业的共同努力，行业在“调整结构、

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质量提升等方面

都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CHPS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since the 12th Five-Year Plan, 

which brings about a large shock on the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total volume 

of economic operating index has still shown a stable increase trend. The year 

2013 is a critical year to implement the 12th Five-Year Plan for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series of national policies 

to stabilize increase, to adjust structure and to promote development, the total 

industry operating trend has been stable and recovery, the economic operating 

quality has gradually improved. Over the past year, we have implemented a range 

of measures to conquer high-end technology, to consolidate basis, to intensify 

management as well as to accelera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ith the joint 

efforts, we have achieved many breakthroughs in the fields of structure adjust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quality promotion.

China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2013)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Association(CHPSA)

近年来，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的发展得到了

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行业已建立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发

展环境。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三基规划”、

“强基工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行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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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产业化，行业企业在品牌建设和

产品质量提升上有了重大突破，产业的龙头企业拉动作用增

强，行业技术标准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展现出全行业不

断创新，不断进步，可持续发展的可喜局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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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1.2013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

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13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

液压行业（含液力）：工业总产值 489 亿元，

同比增长 5.0％；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180 亿元，同比增长

8.5％；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245 亿元，同比增长

15.0％；

2.2014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预计 991 亿

元，同比增长约 8.5%。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13 亿元，

同比增长约 5.0%；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196 亿元，同比增长约

9.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282 亿元，同比增长约

15.0%。

Industry Economy Operating Situation
Completion and 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1.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2013.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chieved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91.3 billion yuan in 

2013, with a 8.2% increase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48.9 billion 

yuan, rising by 5.0%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18.0 billion yuan, rising by 8.5%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24.5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5.0% year on year;

2. 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2014.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is expected to reach 99.1 billion yuan, rising by a 8.5% growth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 51.3 billion 

yuan, rising by 5.0%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19.6 billion yuan, rising by 9.0%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28.2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5.0% year on year.

2009 ～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液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pneumatic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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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产品进出口情况

2013 年以来，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

人民币汇率上下波动，行业产品的进出口受到

明显影响。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 年液压、气动、密

封行业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42.93 亿美元，贸易逆

差为 17.20 亿美元，其中：液压、气动、密封行

业产品进出口额分别为 26.69、6.85、9.40 亿美

元，贸易逆差分别为13.56、3.36、0.28亿美元。

1. 产品进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液压、气动、密

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30.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8.80％。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20.1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1.43％；

气动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5.10 亿美元，同比

下降 9.37％；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4.8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4.87％。

2. 产品出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3 年，液压、气动、密

封行业各类产品出口额为 12.8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89％。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6.5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73％；

气动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1.74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63％；

密封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4.56 亿美元，同比

增长 0.65％。

Industry Import and Export Situa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s have shown an inadequate demand 

since 2013, the industry export situation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a wider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by the China Customs, total industry imports 

and exports registered US$4.293 billion, trade deficit is of US$1.72 billion. 

Among them: import values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re of US$2.669 billion, US$685 million and US$940 million respectively, 

trade deficits are of US$1.356 billion, US$336 million and US$28 million 

respectively.

Industry import situation.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total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n 2013 is of US$3.006 billion, decreasing by 8.8%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of US$2.012 billion, decreasing by 11.43%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of US$510 million, decreasing by 9.37%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of US$484 million, decreasing by 4.87% year on year.

Industry export situation.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total ex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n 2013 is of US$1.287 billion, increasing by 7.89%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of US$657 million, increasing by 16.73%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of US$174 million, decreasing by 1.63%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of US$456 million, increasing by 0.65% year on 

year.

2009 ～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各类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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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 2014 年气动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pneumatic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三、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液压、气动、密封产

品国内市场容量为 1018 亿元，同比增长 4.3%，分

行业如下：

液压（含液力）行业：2013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571 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气动行业： 2013年国内市场容量为200亿元，

同比增长 5.4％；

密封行业：2013 年国内市场容量为 247 亿元，

同比增长 15.5％。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domestic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is about 101.8 billion yuan 

in 2013, increasing by 4.3%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including hydro-dynamics products)  industry: 57.1 

billion yuan, maintaining fairly flat year-on-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20.0 billion yuan, rising by 5.4% year-on-year;

Seals industry: 24.7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5.5%year-on-year.

2009～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from 2009 to 2014

2009～ 2014 年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roduct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products)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液压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hydraulics industry from 

2009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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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运行特点

近年来，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

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行

业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

在国家“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三

基规划”、“强基工程”等一系列相关政

策的引导和全行业共同努力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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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产业化，

行业企业在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提升上有

了重大突破，产业的龙头企业拉动作用增

强，行业技术标准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

一是行业转型升级效果明显，高端产

品突破步伐加快。宁波天生“核电静密封

产品”的国产化、长江液压“负荷传感与

缓冲技术研究及应用”、四川日机“大轴

径（φ350mm）的干气密封”、山东常林“40T

级挖掘机关键液压元件及系统研制”、国

泰密封“核级嵌入式石墨金属垫片”和“核

级阀用柔性石墨填料”、华德液压“先导式

大流量电液比例阀阀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一大批项目分别通过省部级、国家级鉴定。

二是行业自主创新步伐加快 科技成

果转化效果凸显。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相继

研发并实现产业化，推动了行业自主创新

的步伐和产业化的能力，提高了国产液气

密产品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配套能力，其

中行业有 7 项科技成果获“2013 年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34项科技成果获“液

Industry Operating Feature
In recent years, as the state and society pay high attention on industry 

development,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has set up a good foundation and environment. Guided by a series 

of related policies such 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djustment 

and Rejuvenation Planning , Three-Base Planning and Reinforce-Base 

Engineering,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staff in this field, a great number of 

key-core technologies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broken through, a group of major products in urgent need for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Enterprises of industry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brands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promotion, the lead enterprises 

have playing a stronger role. The leading role in technology standards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1. Obtaining distinct improvement in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peeding up breakthroughs in high-end products.

A group of projects has passed the provincial, ministerial or national 

appraisals. Among them:

Ningbo Tiansheng Sealing Packing Corporation has achieved Localization 

in Static Sealing of Nuclear-Power Unit;

Changjiang Hydraulic Corporation has completed Research& Application 

in Load Sensing and Buffering Technology;

Sichuan Sunny Sealing Packing Corporation has finished Large-Sized 

Diameter(φ350mm) Dry-Gas Seal Device; 

Shandong Changlin Machinery Group Co., Ltd. has completed Key 

Hydraulic Components and System Research of 40T Excavator;

Zhejiang Cathay Packing & Sealing CO., Ltd. has finished two projects, 

which are Nuclear Grade Embedded Graphite Metal Gasket and Flexible 

Graphite Stuffing for Nuclear Grade Valve;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has completed Key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of Electro - Hydraulic Proportional Valve with 

Pilot Control and Large Flow.

2009 ～ 2014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pneumatics products 

from 2009 to 2014

2009 ～ 2014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seals products from 2009 

to 2014



54

市场走势 Market Trend

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技术进步

奖”。

三是行业自主品牌建设稳

步推进。按照《关于推进自主

品牌建设实施名牌战略规划》

和《液压液力气动密封产品质

量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

等专业发展规划，引导行业企

业“十二五”期间在品牌建设

和产品质量提升上实现重大突

破，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圣邦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张

家口长城液压油缸有限公司、

镇江液压有限责任公司、中航

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广天赛克斯液压有限公司、济

南液压泵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家

企业荣获液压综合、液压阀、

液压缸、液压泵 / 马达四大类

别产品的中国机械工业品牌培

育表彰产品。

四是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

业集群示范基地健康发展。阜

新液压、泸州液压、榆次液压、

奉化气动、慈溪密封等产业集

群示范基地科技创新支撑服务

体系逐步健全，知名度和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集群的龙头企

业拉动作用增强。

展望 2015 年，通过近几

年国家一系列政策引领，经济

复苏的力量将逐渐积聚，经济

运行的内在稳定性会进一步得

到加强，我国液气密行业的经

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有望逐步好

转，各项指标将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

2. Accelera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highlighting conversion of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 large number of new products, new technologies,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iques, with ow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has achieved 

localization,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pace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he capacity of localization, improved the matching capacity of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re are seven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win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in 2013, and thirty-four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o win China Technical Progress Award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3. Steadily Boosting self-owned brands construction of industry.

Guided by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programs of Boosting Self-Owned Brand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Outline on Products 

Quality Development in Hydraulic Pneumatic and Seals Industry, association 

leads enterprises to achiev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brand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promotion. Nine enterprises has won recognition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brand 

cultivation, which products covered four major categories of valve, cylinder, pump/

motor and multiple hydraulic units.

These enterprises are as follows: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Shanghai Lixin Hydraulics Co., Ltd.;

Sunbun Group Co., Ltd.;

Xuzhou XuGong Hydraulic Component Co., Ltd.;

Zhangjiakou Great Wall Hydraulic Cylinder Co., Ltd.;

Zhengjiang Hydraulics Co., Ltd.;

AVIC Liyuan Hydraulic Co., Ltd.;

Ningbo wide sky SKS Hydraulic Co., Ltd.;

Jinan Hydraulic Pump Co., Ltd.;

4. Soundly Developing Industry Cluster Demonstration Bases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Industry has set up five industry clusters which are 

Fuxin hydraulics, Luzhou hydraulics, Yuci hydraulics, Fenghua pneumatics and Cixi 

seals at pres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orting system of industry cluster has 

been gradually perfected, which further promote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The lead 

enterprises have played a further stronger role in cluster.

Looking ahead to 2015, the economic recovery power will be gradually accumulated 

by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Inherent stability of economy 

operating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Industry will gradually promote qualities and 

benefits, economic index will continuously maintain a steadily increasing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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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际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2013年，全球工业生产低速增长、

贸易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继续波动，

世界经济增速继续小幅回落，国际流体

动力传动市场产销增幅继续下降。现将

国际流体动力统计委员会（ISC）提供

的相关国家 2013 年的流体动力统计数

据摘抄如下，仅供参考。其中液压产品

市场销售额见表 1，气动产品市场销售

额见表 2。

表 1   2013 年各国液压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Table 1  Different Countries Domestic Market Sales 

Volume  of hydraulics in 2013  €1000

8,104,043 

6,741,609 

1,832,485 

2,755,000 

1,020,000 

384,929 

355,240 

472,426 

205,274 

164,798 

116,736 

19,235 

17,300 

381,445 

311,000 

831,569 

1,215,000 

89,299 

25,017,388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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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UK

意大利 Italy

捷克 Czech  Republic

合计：Total

市场销售额

Market Sales Volume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Survey o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3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showed a slow growth trend, 

trading volume kept on downtur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remained continuously fluctuating, the growth of global economy has been 

on a slightly declin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extended a trend of continuously decrease. The following 

tables are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ISC), the data is 

only for reference. Fluid power market statistical data in 2013 came from 

related countries. Hydraulics market sales volume can be seen table 1, 

Pneumatics market sales volume can be seen table 2. 

表 2   2013 年各国气动产品国内市场销售额    

单位：千欧元

Table 2  Different Countries Domestic Market Sales 

Volume of Pneumatics in 2013  €1000

2,352,617 

2,449,422 

1,288,971 

1,245,000 

244,700 

55,092 

122,360 

40,483 

207,780 

138,848 

21,441 

8,147 

12,600 

143,648 

156,120 

203,589 

602,000 

49,654 

75,300 

9,417,771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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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UK

意大利 Italy

捷克 Czech Republic

比利时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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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Association(CHPSA)



56

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T
H
I
N
K
I
N
G
 
&
 
S
U
G
G
E
S
T
I
O
N

2013、2014年中国工程院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相继开展了《制

造强国战略研究》、《工业强基战略研究》两个重大咨询项目研究。由两院院士

路甬祥为组长，组织开展的“工业强基战略研究”即工业四基（关键基础原材料、

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基础工艺、质量技术基础）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将于

2014 年底前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报告和建议。

为做好“工业强基战略研究”项目中的液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工程

院杨华勇院士作为“工业强基战略研究”项目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件专项课题

组副组长，会同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于 2014 年 9 月 1 ～ 2 日组织召开

了“工业强基战略研究”液压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介绍了“强基战略研究”

项目进展情况，聆听企业家对产业未来发展的建议，补充完善液压行业发展战略

内容。此前，协会专家委员会已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在山西榆次召开专家委员会

工作会议，会上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征集行业专家对“工业强基战略研究”项目的

建议。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行业媒体，有责任、有义务配合工业强基战

略研究进行宣传引导工作，营造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及全社会重视和支持基础

产业发展的氛围 ,共征集两次会议中部分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企业家对产业发

展的分析及关于强基战略的思考和建议（仅限于个人观点），现摘编整理刊登于

本栏目，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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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华勇 中国工程院院士、协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先介绍一下关于“强基战略”的

有关背景情况。工程院和科学院做咨

询项目做了很多年，出了很多书，原

来都定位在咨询，为国家提供战略咨

询。但最近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工程

院和科学院工作，尤其工程院因为涉

及行业多，所以把咨询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原来在科技界的国家计划都

是自下而上的，每到 5年计划切换的

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各个部委从下

面征集（和我们行业关系最大的就是

支撑计划和部分关键技术的863计划），

各自立项，造成重复立项，力量不集中。

这一次从“十三五”开始，国家计划

强调顶层设计，都集中起来，以后各

大部委要上国家计划（“十三五”规划），

都先要通过工程院或科学院，然后才

能列入计划。工业强基也同样要强调

顶层设计，因为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

期，现在整个基础行业拖了后腿。

强基战略研究是由路甬祥院长牵

头，做项目负责人。项目设了总体组、

5 个专项课题组、13 个领域课题组，

总体组的组长由周济院长兼任，动员

了很多力量。其中一个专项课题就是

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这个专项课题

又分为机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仪

器仪表三大板块，液压气动密封行业

就在机械零部件这个板块里。此专项

课题组的组长是清华大学尤政院士，

付组长包括丁荣军院士（高铁控制系

统的领军人物）、我和其他一些专家。

应该说基础件的问题是第一次上升到

了国家战略层面。目前在座各位老总、

各个企业面临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单个

企业的问题，也是行业问题，同时也

是整个国家制造业的问题。

强基战略是有个时间表，前面组

建工作组，开展课题的研究方案讨论会，

收集材料、提出报告框架，然后开始调

研，工作组已经走了很多企业，然后提

出专家建议，现在都已经初步完成，工

信部和科技部也都很关注此项目。后面

到10月份为止就是分地区、分行业的

调研、修改报告，10月底左右要定稿

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然后12月修改后

再正式上报。明年要根据这个报告来制

定“十三五”计划的纲要，根据纲要再

制定计划， 最后才是做项目指南。

因为工程院没有实体院所，所以

依托很明确，就是协会、学会。各位

都是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的

骨干企业，都清楚核心基础零部件 /

元器件是“工业基石”，是工业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性能直接决定

重大装备和主机的性能和质量。我国

的现状是关键基础件发展滞后，虽然

我们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大幅度提升，

大型成套装备基本能满足国民经济建

设的需要，但高性能的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却跟不上主机发展的要求，已

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瓶颈，且核心零

部件元器件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我

国工业实现“由大变强”的主要障碍。

根据时间表，我们这次要开两天的研

讨会，主要就是来征求意见，时间应

该比较充裕，欢迎在座的各位提建议、

提思路，充分讨论，可以涉及专项课

题报告的各个方面。

下面介绍一下专项课题报告，整

个报告分了九个内容。

1. 内涵和构成。以往我参与做过

“十五”、“十一五”有关装备和元

器件的国家科技计划，每次争论都很

大。说到基础件的构成，总是覆盖不

全，最后一到经费分配就是撒芝麻，

聚焦到液气密上就很少。这一次是顶

层设计，覆盖面最广。仪器仪表、电

子元器件都另外单独成组，不用争论。

以前一到最后预算分解的时候各方面

就开始来加内容，这一次做了顶层设

计，有依据了，就不会再纠缠不清了。

2.发达国家发展的历程及经验借

鉴：制造强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有

强大的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的研究和

产业。

3.现状分析：分析评估产业规模、

技术先进性；分析国内的需求；分析

专、精、特企业和产业集聚区域的发

展状况；对比分析与工业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分析发展滞后的原因。

4. 产业发展趋势：发展趋势就是

五化，即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集成化，高参数化。与加工装配产业

衰退相比，基础件及元器件产业却迅

速崛起，愈显重要，重要性凸显，产

业呈现新的发展特点。国产基础件、

元器件的通病就是安全可靠性和寿命

问题。这里面从定性的角度都提到材

料问题：利用先进材料，采用创新的

设计方法和材料处理工艺，广泛应用

有限元技术，重视应用仿真手段来减

少基础零部件 / 元器件的设计和测试

时间，以及降低元件和系统的成本。

智能化和集成化，深化与电子控制融

合，优化整机能量流管理，提高电

子控制器与传统基础零部件的融合度

和集成度，倡导预防性维护。绿色技

术环保与节能方面：加强介质污染控

制，推广环保型传动介质的应用，采

用新工艺新技术等降低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产品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主要需求行业太多，最后缩减

到就这 11个，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电子计算机、船舶、汽车、

发电机输变电、仪器仪表、纺织、轻

工产品、智能终端。

专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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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为何不强

我国液压产业不强在什么地方？一定

要要分析清楚，然后总结出一个报告。我国

的液压产品一直在跟随，品种已比较齐全，

产业也初具规模，不强的地方可以归纳为

三点：1.不强在质量和可靠性，造成主机

不敢用；2.重要元器件50%以上要靠进口，

这就是产业不强；3.无自己特色的升级换

代的产品。质量总体没有完全达标，但有几

类液压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

突破性的、代表性的案例，值得借鉴。

由于产业不强，造成主机企业不敢用、

不想用，基础件进口量比较大。在还没有

革命性升级的现行体制下，怎样解决进口

替代问题，是现阶段要做的事情，是近五

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是要在十年左右真

正实现强大，就要有升级换代的产品，要

跨越式发展，要弯道超车。

升级换代要符合趋势，趋势就是要机电

液一体化，性能的一致性、寿命、可靠性要

让人放心，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如何自强

行业要自强，国家政策应相对集中。

如果只强调国家，这样不全面，关键行业

要自强。如何自强，企业应该怎么做，行

业协会应该怎么做，政府应该怎么做？都

要各自承担起责任。

第一，我认为要建立起世界先进标准，

这个非常重要。标准不一定由政府来主导，

可以由行业协会主导。国外协会主持制定

标准，很有成果，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行业标准应该由行业协会来起草，甚至由

行业主导企业优先发起或主动发起，然后

大家来讨论，形成行业标准草案，推荐给

国家标准机构，由国家标准机构发布后就

形成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高于国家标

准的，国家标准是最低标准。

主机要有主机的标准，元器件要有元

器件的标准。行业标准离不开主机的标准，

         曾广商 中国工程院院士、协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

5. 发展的重点：大量依

赖进口的关键产品和技术；

特种、专用、关键的产品和

技术；影响经济安全和国防

安全，必须自主研发和产业

化的产品和技术；需要政府

安排和解决的产品和技术。

6. 重要性和紧迫性：工

业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安全

性的核心，基础零部件是提

升整机和系统创新能力的支

撑，是保障经济安全和国防

安全的基础，实现产业升级

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

进器，是迈向强国的关键。

现在发现完全按照市场是解

决不了技术路线问题，所以

要克服市场在某些方面的不

足，来发挥政府作用，找到

政府起作用的着力点。

7. 发展路线和战略：积

极开展国际合作，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发展智能制造，智

能制造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包

括美国在内，也说要通过智能

制造来强化通用制造；提升产

品的性能、推进绿色制造，实

现产业的结构优化升级，建设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政府

的重要作用。

8. 行动计划：研究开发

产业化、“专精特”企业的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

群建设；创新体系建设与人

才培养方面提出行动计划。

9. 政策设计：这一块还

做的不够，也是这次会的一

个重点之一。梳理现有政策

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提出

新的政策建议；论证需采取

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如果定得太低，主机不接受，如果比主机标

准高，可以参照适用，可以向上兼容。

第二，有了标准，就要检测认证，就

要有国家级的检测认证中心，这个中心怎么

建？另外，国家应该怎么支持共性技术的研

究？这些公共服务平台是由国家投资建设，

还是国家扶持某家有实力的企业建其中一部

分，然后对社会提供服务，这是面临的紧迫

问题。我认为要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因为液

压不只是三大件，还有很多介于液压和机械

之间的附件。所以要获得国家的支持，就要

提出合理的建议，就要搞一个权威性的、具

有公共服务性的产品体系。

第三，国家应该支持主机企业采用国产

化的液压元器件，这需要有力的政策，要有责

任和担当。首先，国家要有强制性或半强制性

的政策，鼓励主机行业多采用国产元器件；而

国产的元器件要坚持做到底，不要急于报成果，

要有决心做寿命试验，要能拿出有说服力的可

靠性数据。其次，关于企业融资问题，可以提

出方案，指出哪些需要政府支持，哪些通过市

场解决资金问题。再者，关于升级换代的新产

品，政府一定要有支持的具体措施。

第四，就是联合。联合的方式有多种，

一是重组、合并，形成一个集团公司，这是

形式比较高的联合；二是市场联盟，就是传

统的分工协作，联盟可以是临时性的，也可

以是阶段性的，也可以是长久性的，形式灵

活，因地制宜。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太窄了，

一定就要有自己的配套能力，一定要在联盟

中有自己的位置，否则长远看来，很难维持。

战略建议

对“工业强基战略研究”核心基础零部

件/元器件专项课题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一定要用很精练的语言和真实的数据，

强调液压产业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

要准确而鲜明地指出液压产业不强的地方在

哪；三是，怎么强，要把“自强”和“国家

政策促进而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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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发展战略要转变

目前经济数据走弱，增长速度下

行，我认为这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

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产业

发展到了深水区，又到了历史的十字

路口。周期性减缓，如同冬天得了感

冒一样，吃点药过段时间就好了，但

结构性衰退，是体内得了炎症，必须

要做手术，光靠吃药是好不了的。我

们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念，要实

施换肾、刮骨、接肢，这就是强基转

型本质。

中国向何处去，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亮剑”，决定在经济发展上实

施全面深化改革。表现为：

第一、执行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

过去 35 年强调出口和招商引资，现

在要强调本国消费和投资，由引资更

重视引智。

第二、积极推进“两带一路”战

略。即长江下、中、上游黄金水道经

济带和走向中亚、西亚、俄罗斯、中

东欧到达西欧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三、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逐

步形成长三角城市群、环勃海湾城市

群、珠三角城市群、东北老工业基地

城市群、以武汉为中心长江中游城市

群、以成都、重庆、西安为中心的西

部城市群。

第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现代化战略。我们要能掌握资源定价

权、规则制定权，成为全球调整责任

的担当者、调整能力的开放者，不再

被动接受别人的定价、规则、调控。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基础战略。对以

往“一事一改一策”体制所形成新旧

并存，新旧扭曲，造成经济配置效率

         沙宝森 协会名誉理事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不高，管理混乱的状态进行全面清理。

第六、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

略。要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

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

面对上述“亮剑”，行业发展必

须要转型。我认为有三种发展模式不

能再继续了：

一是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不能

再继续下去。也就是拼命鼓励出口、

招商引资，如果地方或企业继续迷

恋、沉醉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迟早

OUT，被淘汰。

二是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不能再继

续下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

面临温饱问题，工业面临支柱形象矛

盾，而实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机

先发展起来的“先”战略。现在温饱

问题解决了，主机大起来了，这时我

们必须把“先”战略改为“后”战略，

全民提高生活水平，工业由基础配套

件到主机都要由大变强。

三是实施低成本的优势和参与国

际分工的产业结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前 35年的人力、土地、环境低成本现

已不在，下步产业发展主题是高成本

下要高效率，必须转向创新驱动、人

才驱动、绿色驱动才能成为赢家。

上述战略和模式的转变，使产业

发展转型表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进入了换档期。就是传统发

展的超高速度要降下来，我认为今后

5 年乃至 10 年 GTP 增速不会再现 10%

以上，要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

支撑就业稳定，支撑民生改善。

二是进入了消化期。就是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国家出台了诸多刺激政策，这

种半市场半计划过渡性经济，由此带

来的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地方债务

问题、土地转手造成太多钱流向房地

产形成的泡沫等问题，同时由此造成

的假冒伪劣、经营失信、安全隐患及

人们浮躁情绪等敝病，都要在转型中

进行消化，进行调整和治疗。

三是进入了阵痛期。结构调整后，

新一轮消费升级怎么办？成本上升增

值能力跟不上怎么办？有了自主创新

产品主机市场不接受怎么办？企业刚

崛起而面对国际品牌企业市场围城怎

么办？等等。这些问题就像十月怀胎，

现在到了分娩时刻，生与死的抉择和

博弈，换肾、刮骨、接肢的阵痛是躲

不开，绕不过的。

强基内因自强是根本

产业要渡过转型期、消化期、阵

痛期，实现由大变强，一要靠市场资

源配置驱动内因，这是根本；二要靠

发挥政府作用外因，这是条件。我们

要靠市场和政府两支手结合实现产品

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才能成为赢家。

就流体传动产业转型内因而言，

我提出如下战略战术建议：

第一、自主创新是流体传动产业

转型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示：

“不能总让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

明天，不能总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

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

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

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我们要开

放、要学习，开放不是目的，学习不

是依赖，是走捷径。

第二、稳中求进是流体传动产业

转型的基调。过去 35 年产业进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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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共睹的，但超速发展也隐藏下一

些问题，我们必须从浮躁的情绪中冷

静下来，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反思。

我认为今后 5 年乃至 10 年，超速发

展不会再现，但有充分潜力实现 7%

～ 8% 的增速。我们不能再走进三步

退二步、浪费人力、浪费资源、留下

污染的“出口的是血汗，进口的是眼

泪”的老路。

第三、联结牵手是流体传动转型

的基础。企业要重组联合，打造民族

产业航母（几个行业领军企业）旗舰

（诸多专特精企业）；研发要产学研

联盟，汇集行业智慧和力量（包括相

关公共服务平台）；技术要联姻，用

多学科技术结合，攻克产业关键技术；

信息要联网，才能实现工业化和信息

化融合，促进智能制造；市场要主配

联手（产需对接），才能让我们的饭

碗多装自己产的粮食；行动要群力联

动，实现政府引领，企业跟进，社团

助推，群力合一发出正能量。一句话

要打破“诸侯割据”，部门、地方保

护的封闭僵化的经营管理局面。

第四、注重细节是流体传动产业

转型的关键。我国流体传动发展中的

诸多失败，多源于细节，我们企业与

国际品牌企业最大差距也在于细节，

如毛刺、清洗、污染、涂料、金相等。

细节是成功的天使，也是失败的魔鬼，

我们必须认真开展“细节活动”，营

造“细节文化”，产业才有希望。

第五、耐住寂寞是流体传动产业

转型的保证。流体传动是一个无声的

产业，作为本产业的仁人志士，在主

机翼下从来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

功，善医者无皇皇之名”。流体传动

产业的仁人志士是祖国工业强胜的壮

士，从不为默默无闻而寂寞，也从不

被金钱名誉而诱惑，为了民族工业转

型，必须有一支甘于寂寞、无私奉献，

坚守对祖国热爱、对人民忠贞的壮士

队伍。

强基外因政策是条件

为了确保流体传动产业转型战略

战术的实现，现向政府提出外因政策

设计建议：

第一、作好流体传动产业转型的

顶层设计。这里包括理清行业现状，

制约的瓶颈短板，国际发展经验和差

距，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制定发展战略战术，确定主攻方向，

编制国家重点发展产品目录，制定行

动计划，提出政策设计等，这里面包

括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等

方面内容，是一个系统的转型方案。

第二，作好顶层设计方案的落实

和实施监督。一份规划要九份落实，

才能取得成果。顶层设计即规划了行

业内部统筹实施方案，也涉及到与相

关行业、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因此，

一要各部门、各地方都要严格贯彻执

行顶层设计方案；二要实施中要有政

府等相关部门的有效协调和沟通；三

要政府有关部门对实施情况进行有效

监督，实现法制和有序，才能作到敬

终如始。要认识到执行方案比制定方

案更重要、更困难。

第三、要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的

环境。这实质上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政府要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

预。我认为过去政府职能是让企业干

什么，政府逼着企业跑；现在政府职

能应是不让企业干什么，让市场逼着

企业跑。政府应作到“无法授权不可

为”，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企业作到“法

无禁止皆可为”，放开企业手脚。

第四、用开放改变“诸侯经济”

发展模式。过去 35 年我们对外开放

成绩有目共睹，但对内开放还不够。

父子、企业、行业、地方乃至政府各

部门都利用自己的、企业的、地域的、

行业的、部门的资产和权利进行封闭

诸侯经营。现在需要在顶层设计指引

下，开放、合作、协同、包容，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势，形成合力，抱团转型。

第五、要改善和净化扩大内需的

环境。政府要实施“先”战略变“后”

战略；产业转型必须要牢牢把握扩大

内需这一战略支点；要建立自主创新

支撑转型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改变选

用进口配套件和选用国产配套件不公

平的政策环境；要鼓励创新成功，也

要宽容创新失败等，这样才能让饭碗

多装自己产的粮食，拉动内需，国家

经济、国防才能安全。

第六、要加大对外开放政策的力

度。35 年来对外开放多为鼓励招商引

资、扩大出口，现在要在此基础上，

加大招商引智，走出国门去投资、并

购、建厂，要利用国外的智慧、资源、

环境、市场等，构建天时、地利、人

和的经营环境，创造效益。政府要为

此多提供信息、资金、渠道和财政、

税收政策，创造扩大开放的条件。

第七、加强流体传动产业人才的

培养。“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

人”，人是产业创新转型的关键因素。

要改变以往科研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

改革中形成的行业公共服务塌台、专

业人才培养失衡和继续教育短腿状态。

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提高科技人员、

技师、技工及管理人员等全员素质。

第八、国家要加大对流体传动

产业最薄弱环节的重点支持。当前制

约行业转型最薄弱环节是缺少基础研

发、试验、检测的公共服务平台，缺

少产品寿命、可靠性基础数据和质量

标准，缺少有实力的行业领军企业，

这是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最大的差距

和市场竞争的劣势。这一短板单靠企

业、行业自身在市场机制下解决不了

的，必须要政府出手帮助，给予资金

和政策重点支持，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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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设计

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

的战略设计：

1) 将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

器件”上升为国家战略

液压是基础元件，但核心液压元

器件仍依赖于进口，形成了主机和元

件不能同步发展，元件落后主机近 40

年，现在仅靠企业自身发展解决不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三次

振兴，特别是最近五年来的第三次振

兴的实践证明，不依靠市场发展的“振

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注定不

能成功；但对基础元件没有国家“战

略支持”注定在“内外”悬殊的争夺

战中要失败 , 因此必须把加快基础件

发展列为“国家战略”。

2) 重点突破，整体提升的战略

在过去 5 年的第三次振兴，没有

注重“整体提升”战略，出现如下问题：

◆没有明确的、主机和市场认可

的元件产品发展规划；

◆资金和国家支持多用于企业增

加产能，造成产能过剩，国家大量资

金没能有效地解决基础元件的发展；

◆没能有效地解决“官产学研商”

实质性结合，各自为政，不仅没有拧

成一股绳，而且各“力”方向各异，

互相排斥互相抵消，让国外竞争对手

赢得了时间和市场；

◆没有将基础工艺、基础材料

发展与基础元件发展同步，液压铸

件、配套轴承、电磁元件、弹簧、密

封件、合金材料至今还是液压元件的

发展瓶颈；

◆轻视试验是我们至今落后不能

达到振兴目标的重要原因，没有好的

试验装备，永远无法让主机用户承认

和接受我们产品的可靠性，就永远不

会占领主机配套的前市场，就没有最

基本的可持续发展资金来源。

3)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及政府重要作用

关键是作好顶层设计，要有统一

的发展规划、明确的发展目标，资金

支持要有明确可衡量的指标、严格的

项目验收制度（宽进严出），尽可能

地规避一切可能发生的腐败。

4) 提出加强“核心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强基了的中国液压

工业应具备的目标：批量生产国内主

机厂首选、世界认可的 16 种液压元

件产品；产品具备主机厂认可的，世

界一流的产品可靠性；具备世界一流

的元件综合性能检测装备；培养出年

营业额不少于 20 亿人民币的几个航

母企业；液压年生产额达到世界液压

市场 1/3 以上；组建 3 个以上世界一

流的研发中心；重点企业实现完全“数

字化工厂”模式；中国为世界液压中

心，实现技术输出、资本输出。总之

将液压人的“中国梦”成为现实！

政策设计

1) 梳理现有政策的有效性及执行

情况，对执行不好的要分析其原因

现有政策支持了企业，使加工能

力和产品水平，得到有效提高，达到

项目目标，要认真总结经验；对于没

有实现项目绑定产品目标，项目完成

后加剧了行业内部竞争，产能过剩利

润降低，最终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

国家得不到行业效益的项目，要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并作有效调整；对于

借机骗取滥用国家资金，造成损失的

项目要追究责任。

2) 提出新的政策建议

◆设立有权威的液气密产业顶层

设计机构，统筹编制规划和逐年实施

计划，所有中央各部门和相应的地方

部门所审批的有关本行业的项目必须

符合本规划和年度计划，不符合的应

予以停止；

◆所有列项必须有明确的完成指

标、时间，专家审查应改为行业组织

有关专家和人员审查，审查通过的项

目，行业要承担立项和批准后的相关

责任；

◆项目验收应由主管部门委托协

会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对验收结果协

会和参与人员要承担追责责任；

◆企业不能按申报项目指标完

成，则应采取责任追究：在建项目未

通过验收，不得申请新项目；在建项

目到期没有完成，资金挪作他用，要

求企业退还国家支持资金。

3)论证需采取的财政和税收政策

如前所述，强基工程中最薄弱环

节国家必须给与资金支持，如液压行

业总体3年内应支持5～10个亿资金，

用于研发、试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等单靠企业行业自身不能实现的

项目。基础件是完全市场经济，不应

制定特殊的税收政策，企业要靠市场

开发能力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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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强基战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 加强顶层设计。由国家工程院牵头进行强基工作研

究，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强基的指导意见，可以

看出国家对工业强基的重视程度。再由专项课题组分别研

究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找到液气密行业工业基础的症结

所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这是当务之急。

2. 打造强基文化。在相关领域要建立夯实基础，质量

为先，整体推进，创新驱动的强基文化。我国工业的快速

发展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但创新

的障碍仍然是普遍存在的工业基础薄弱。当前，可贵的是

行业内重点骨干企业已普遍注重自主创新，逐步有新产品、

新技术问世。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基础

工作，打造强基文化，理清“四基”之间的关系，整体推进，

重点突破，继续强调开拓创新，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业产品。

3.推进校企合作。校企合作是一种注重培养学生质量，

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和信息共

享的双赢模式。企业应该依托高校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引

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高校更要借力企业创新主体的作

用，借助企业的设备、技术和市场信息，切实提高育人和

科学研究的质量，切实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和工业基

础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4. 加快行业联盟。长期以来，诸多因素使得我国制造

行业形成企业多、规模小、资源分散、重复生产、低价竞争、

自主开发能力弱的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实现产业跨跃式

发展，必须实施重组联盟战略，实现资源整合。凝聚人才，

打造出中国世界重量级的航母。有了这样的航母，才能在国

际市场的大风大浪中远航而不倾翻，才能取得话语权、发展

权，赢得国际尊重。

5. 坚持政府导向。政府设立航标对工业“四基”进行

宏观调控，引导新思路，将工业基础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

度。构建完善机制，充分利用国家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与高端

装备应用示范工程政策，搭建相关平台，推进汇集高、精、

尖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稳步提高我国工业基础能力。

面向新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工业强基战略”

与先进理念、先进文化、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相结合，把

握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战略管理，不断出新品、精品，才

能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才能确保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

展，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强化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孔祥东 

1. 强化企业文化建设。有什么文化就有什么理念，有

什么理念就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思想就有什么规划，有什

么规划就有什么措施，有什么措施就有什么结果。说到底

文化最重要，以客户为中心，以质量为根本，注重人文关

怀等，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对企业至关重要。

2. 加大企业研究能力投入。目前很多企业的研究能力

非常薄弱，甚至没有，以仿造为主，东抄抄，西抄抄，缺

乏产品发展的战略规划，更谈不上持久有力的科研与开发

投入。企业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所，进行应有的科研投入，

从事预先研究，做好技术储备，为产品的升级与新产品的

开发提供强有力的平台基础。企业应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

经费进行科研投入，以保证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甚至

创造新的产品市场。

3. 推进企业协作分工的联合机制。企业的营销模式在

不断地更新变化中，新的机制带来不同经营效果，液压产

业作为一个老的工业行业，形成了固有的模式，我们国家

正是处于小而散的状态，无法形成合力，社会分工也不尽

合理，每个企业往往要自己解决低水平配套问题，显得落

后而冗余，这和信息化产业经营模式形成鲜明的反差。

4. 把握最新的技术发展方向。设计能力、制造能力、

试验能力相对薄弱，特别体现在创新方面差距更大。对于

液压领域未来更主要需要注重学科交叉，特别是与新材料、

新工艺、数字控制和传感技术相结合，大力提升产品内在

质量和智能化水平。

5. 抓紧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企业的主体，是企业文

化与创新能力的主导者，提升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构建

创新团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企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人才队伍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应同步进行。

6. 夯实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谈了很多年，但作用

不是很大，其实大学里有很多先进的理念和研究成果，但

转化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太低，急需构建一种机制，将

大学的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到实际产品中，切实推动

企业的进步和发展。这需要给技术的所有者创造一个宽松

方便的途径，促进成果转化。

说到底还是人和体制问题，造就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

高水平人才队伍是根本，而改革和良好的机制则是释放生

产力的最好动力。政府能做的就是理顺技术市场机制，引

导企业向更具竞争力方向转变与发展，并大力推进技术成

果的转化。

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焦宗夏 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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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根源：

中国市场上的液压产品的品种和

质量，与德国相比，差距至少 30年，

差异主要反映在耐压、持久性、电控

元件等方面。国内很多液压企业研发

能力极差，以测绘仿造为主，购买外

国图纸工艺为辅，真正搞通原理，不

断改进，赶上德国上世纪末水平的极

少。中国很多企业研发意识差，即使

有研发经费，也大多投在硬件，很少

投在人力、进修、试验上。其实，研

发创新，说到底，必须靠人，靠精神！

蒸汽机、柴油机、飞机、火箭、原子

弹、计算机，所有这些东西发明时的

硬件条件都不如现在的中国。有资金，

硬件很快就能跟进，而专业人才的培

养却不可能立竿见影。发展中国基础

件行业，人才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1.中国很多高校目前搞的项目大

多脱离中国行业实际状况，很少能推

动中国行业进步。挂研究之名，行脱

离实际之实——穿皇帝的新衣。

2.很多中国高校里出来的毕业生

缺乏自学能力、缺乏创新意识、没有

研发能力。创新是以能评估、分析、

应用为基础的。欧美教育心理学家早

在 1956 年就提出来了，而中国工科

教学与考试大多至今仍止步于学生的

知识记忆上。

 

    图 1 布拉姆金字塔

张海平 协会专家委员会特别顾问

3. 中国液压方面的教材、手册、

专著的内容普遍陈旧，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欧美出现的新产品几乎都未

见介绍。因为很多中国工科教授们只

关心 SCI 论文的数量，做些貌似很

先进很玄乎的科研，不关心教材专著

的内容是否正确，是否接近当代世界

先进水平，是否能推动中国的行业发

展。德国教授根本不考核论文数量，

但这并不妨碍德国工业成为并保持

世界领先。

4. 德国的工科博士毕业不能留

校，必须到企业工作 5 ～ 10 年，才

可能在高校申请到教授职位。优秀的

人才到企业去，为企业提升水平带来

保证。有多年实际经验的工程师回到

大学当教授，又保证了大学的研究不

会脱离实际。因此，德国的大学工程

学科研究与企业研发有着非常密切的

实质性的联系。而中国大学的工程学

科研究则与企业研发严重脱离，越

“有水平”的大学科研越脱离中国企

业实际。

5.1999 年 47 个欧洲国家的教育

部长签订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互相衔

接的宣言——博洛尼亚进程。该宣言

确定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是要缩小以

致消除工科毕业生与企业实际工作间

的差距，做到企业不必再对新入职的

毕业生进行如何实际工作的培训。而

中国大学毕业生到企业 2、3 年都还

进入不了角色。因此，中国企业都不

太愿招收新毕业生。

6. 作为研发工程师，不但要具有

专业方面的能力，还应具有：

◆自己去获取专业知识的能力

（例如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等，寻

找重要的文献，对其价值作出判断）；

◆学习并掌握应用这些专业知识

的能力；

◆与他人交流专业知识的能力；

◆个人的自我组织、计划、控制、

创造能力，

◆在社会中生活工作交际的能

力，等等。

对于这些，很多中国的高校并不

关心。

工科大学羞为“工程师的摇篮”，

企业就缺乏有创新意识、能自主思

考、不因循守旧的工程师；工科教授

光在课堂里空谈理论，学生就没有动

手能力；工科教授不愿面对实际问

题，工科毕业生就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工科教授靠抄来拼凑教材，毕业

生就只能靠仿来开发产品，这就是因

果报应。

政府应该：

1. 组织回溯一下各工科大学 5～

15 年前发表的 SCI 论文，评估一下对

中国行业有多大贡献，对中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有多大推进作用。根据评估

情况，决定“根据 SCI 论文数量评价

工科教授水平”的政策是否还应该继

续。发明汽车的卡尔 • 本茨先生应该

是没有资格在中国当教授的，因为他

虽然有一些专利，却没有任何论文。

2. 组织回溯各大学 5 ～ 15 年前

完成的科研项目，重新评估其对中国

行业水平的推进作用。

3.组织调研在企业工作的大学毕

业生担任业务骨干的状况，以此评估

中国工科大学的水平。

4.鼓励大学工科教授挂钩几个企

业，帮助企业提高产品水平，并以此

评论教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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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在此以我比较熟悉的德国为例，从理念和方法两个方

面来分析理解制造强国在强化基础零部件制造方面的做法。

理念上，要真正懂产品，才能造出好产品。一位德国

教授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至今仍没有造出好的轴向柱塞泵，

根本原因是还不懂泵。德国人很注重深入理解产品的工作

原理，深入研究影响产品性能和品质的因素以及影响机理，

不但要有定性的阐述，而更重要的是注重定量的结果，这

才是懂。

方法上，现今国内泵产品几乎都是源自测绘设计，这

虽然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方法，但是单靠测绘永远不

能掌握泵的机理，不能搞清影响泵性能的关键技术点；而

结合测绘所做的一些验证性试验还不足以让我们懂泵。当

今是一个“靠计算能力来击败对手”的时代，纵观那些被

我们关注的国外优秀企业，无一不是在以实验为基础，以

数值分析为手段，以动力学设计为方法，采用前馈设计方

式来实现新产品的性能目标。研发理念、手段的国际同步，

是产品功能和品质国际同步的重要保证。

我国轴向柱塞泵为什么一直停留在测绘仿制状态？概

括分析原因如下：技术层面，缺少对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

和有效处理，用于虚拟方法的数据库、模型库、工具库等

开发不到位，缺少对数值分析结果的深化处理；管理层面，

对市场的推动力、导引力不足，对基础性研究投入和研究

方向掌控不够，没能有效地打破企业间技术壁垒。

解决懂泵、造好泵的问题不能被动的依赖市场调节功

能，市场基本不具备这项功能。参照德国的做法提出以下

几点解决问题的思路：

◆利用国家资金；◆整合行业资源；◆共享行业技术。

实现这三点需要政策支持，需要能承担起责任的组

织者和管理者，需要有奉献精神的专家团队，这个组织

者和管理者就是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应该被赋予更多的

功能：由行业协会组织专家团队针对整个行业的基础性

问题、共性问题立项；整合行业内部和外部资源进行面

向产品的、深层次的研究。以此改变企业缺乏动力投入

基础问题研究的状况，避免对一些问题的重复立项、重

复投入。使研究成果在行业内共享，从而打破企业间基

础问题的技术壁垒。项目费用一部分来自政府，一部分

来自会员企业。

适合行业协会立项的问题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基础

实验研究，建立共享数据库、模型库、工具库，开展战略

性前期研发，推动现代设计方法的应用。

刘  明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仅就在强基战略中，如何提高液压泵的寿命和可靠

性提一点建议。液压泵的寿命是液压泵可靠性指标中的重

要参数，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研制设计阶段如何通过优化设计提高泵的寿命；

◆在正常使用阶段如何通过高效措施延长柱塞泵的寿

命期。

寿命评估是以上两项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即

如何通过有效的试验方法对泵寿命进行量化，为泵寿命设

计、延寿方法提供详细准确的寿命信息。

寿命评估是通过合理的试验及试验数据分析量化产品

寿命指标的过程。按照试验中施加应力加载方式的类型，

寿命评估试验方法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寿命试验和加速试

验。由于加速试验在高于产品正常应力下工作，产品失效

时间或性能退化过程将缩短，大大缩短了试验周期，提高

了试验效率，降低了试验成本；同时，性能退化数据可以

在泵真实寿命消耗之前获得寿命过程数据，因此可以提前

评判预估泵寿命指标。

一般情况下，产品失效模式主要包括两类失效模式：

突发型失效模式和退化型失效模式。加速试验按照失效模

式可以分为加速寿命试验、加速退化试验、竞争失效场合

加速试验。

以柱塞泵为例；它由多个零件组成，不同零件的不同

失效模式都会导致柱塞泵失效。摩擦副是斜盘式轴向柱塞

泵中的关键部件，它对柱塞泵的容积效率、机械效率、温升、

摩擦、磨损、工作可靠性及使用寿命均有很大影响。

除了关键的三大摩擦副外，斜盘式轴向柱塞泵中的滚

动轴承，由于转速高，所受负载重，也往往是泵可靠性中

的薄弱环节。柱塞泵的疲劳断裂失效也是常见的失效模式

之一。它一般发生在柱塞泵的压力容腔上（如泵的缸体），

某些受拉、受压、受弯曲作用的杆件或板件上（如柱塞颈部、

变量机构阀杆等）。

在柱塞泵正常使用尤其是研制阶段，柱塞泵可能存在

多种失效模式，即突发型失效模式和退化型失效模式并存，

这种情形称为竞争失效场合。此类加速试验，称为竞争失

效场合加速试验。通过国产柱塞泵可靠性试验进行可靠性

性能参数评估，通过试验方法找出产品失效模式和可靠性

薄弱环节，进而分析失效机理，提出改进设计方法和改善

加工工艺，建立合适维修计划，对于提高国产斜盘式轴向

柱塞泵的可靠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符

合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需求。

姜继海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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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复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历史经验

基础件重要，说了 30 多年，没

有强起来，根本原因是没有上升为国

家战略。有过成功的经验，气动“八五”

规划将方向阀、微型电磁阀、三大件

列入国家项目，技术指标设定国际领

先水平，由原机械部基础件司直接领

导，采取厂所紧密合作体制，自主创

新研发，按计划时间和预定技术指标

通过了小批生产鉴定。这说明，只要

组织得好，我们有能力创新。

分析气动技术发展方向

制定气动“强基战略”，需要分

析气动发展趋势，以便确定战略目标、

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以往习惯于

从国外先进产品的性能和结构特点探

究其发展趋势，忽视了对市场需求和

未来发展的调查研究。主机需要什么

性能质量与可靠性的气动产品，主机

未来技术怎样发展（如性能、结构、

控制方式、系统集成等），应用产业

的工艺流程和要求等。只有了解了这

些，才能研发差异化产品；才会思考

气动能否适应、能否替代？如何适应

和替代？如此，才能激发气动创新的

灵感，形成新的甚至超前的技术目标，

才能引领未来。

世界先进气动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低功率、90 年代出现的阀

岛、21 世纪初的故障诊断，以及近年

来的系统数字化、智能化，无不来源

于应用领域对控制技术发展的需求。

因此，新市场的出现总是引领气动技

术的发展。

分层次建立研发体系

我国气动内资企业研发能力弱，

如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

合的研发体系，是气动实现“强基战

略”的关键举措。建议：

(1) 培育 2～ 3家综合性企业、4

～ 5 家专业特色企业，使之具备自主

创新研发能力。我国重点高校有一批

年轻气动自控专业的教授 / 博导，有

能力解决一些前沿性课题，如组织好，

可信在10年左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因此，应推动建立长期的“厂校合作”、

或“产学研”合作关系，并有效运行，

实现“强基战略”目标。

(2) 将国家质检中心扩建成“国

家气动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履行原

质检中心职能；跟踪分析和预测国内

外气动发展；与有关高校合作，承担

前沿性研究任务；与重点企业结合，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基础共性使能技

术和重点产品研发。

提高制造工艺水平

虽然近几年来，企业的技术装备

更新很快，但对加工工艺研究不够，

专职工艺人员很少，缺乏有水平的专

职工艺师，片面认为搞工艺靠老师傅

就行。如组织“一个流”生产，不善

于平衡工序节拍和统筹生产线运行；

不少企业没有形成成熟的产品工艺文

件，难以建立产品数据管理（PDM），

以及企业信息化管理。工艺不成熟，

不仅影响了产品量产的质量稳定，也

制约了企业整体实力的提升。

为此建议：企业充实专职工艺人

员；协会组织工艺培训班；请机床行

业设计师和工艺师到气动企业做产品

工艺诊断，对关键零件做工艺分析，

制定高精高效的工艺，以及设备选型；

同时，机床行业也可从中发现通用数

控机床需要改善或新增专用部件，实

现高精高效。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能否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决定气

动“强基战略”目标能否实现。这事

首先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关部门的

重视。同时地方政府要推动企业引进

人才、留住人才；要着眼未来，吸收

专业对口的博士。

具体建议：

(1) 国家安排 10 ～ 15 所重点高

校，增加“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招

生名额，增加硕博生计划。2020 年

前，为气动企业（含国家研发中心）

输送 300 名本科生，12 ～ 15 名博士

（每家重点企业有 1 名博士），专业

不限气动。使每一项关键产品有 1 名

博士牵头。2025 年前，为气动产业

（含国家研发中心）输送 300 ～ 500

名本科生，25 ～ 30 名博士。专业不

限气动。

(2) 从企业现职科技人员中，培

养一批骨干。在上述高校中委托开办

1 ～ 2 年的全日制专业进修班，进修

班的专业可分为提高学历层次的；和

某项学科的。

(3) 开展现代设计技术与相关专

业知识的短期培训。根据“战略目标”

要求，确定培训科目，如现代设计技

术、实验与数据处理技术、可靠性试

验、数字化与智能化、信息与网络技

术、CAPP 及 CAD/CAPP 系统，等等。

师资由上述高校委派，参加对象为企

业在职科技人员。

(4)开展现代管理技术短期培训，

参加对象为企业在职管理人员。

发展重点

重点产品和技术应侧重于目前大

量进口，“卡脖子”的；特种、专用、

关键的；影响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必须自主研发和产业化的；单靠市场

不能解决，需要政府出手安排解决的。

具体可组织行业专家和企业家专题研

究提出，然后列入国家重点发展产品

和技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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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履

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发展基础零部件工业、提高其总

体技术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才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我们即要

重视培养企业生产质量管理、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方面的合格人才，也要

致力于培养强大的技工队伍。

前者的培养往往是通过高等教育

实现的，但是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是远

远不够的。发达国家的工科教育一般

在学制中嵌入 2 次以上的实习环节。

目前中国也在探索实行这一模式。通

过在公司的实习，学生们可以直接理

解生产、研发、企业管理需求和面临

的问题等，使他们在校学习有的放矢。

这些学生毕业后往往可以立即独立开

展工作，短时间内就出成果。而营造

这一教育环境，需要企业的积极配合：

企业不仅要提供实习岗位，而且要建

立一系列辅导机制和实习管理标准。

培养优秀的技工队伍也是至关重

要。德国的实体工业始终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正是得益于经过长期积累而行

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该教

育系统的核心是：教学内容结合企业

需求，企业直接参与教学过程。在整

个学习过程中，学生有近半时间在企

业培训中心专职教员的指导下，利用

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同类设

备完成在企业的学习实践。“双元制

职业教育”系统为德国培养出大量的

优秀技工，为德国工业的发展注入了

生机和活力。

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充分

发挥外资企业的作用

在经济改革 30 多年里，众多国

际一流企业进入中国。从最初的单纯

销售，到来华办厂生产，直至在中国

进行产品开发。在这一过程中，这些

外企带来了先进的管理质量体系，为

国内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这些在华

的一流外资企业与国内一流企业一起

构成了中国基础件工业的核心。因此，

我们要在政策上继续鼓励支持在华的

一流外资企业，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

作用。

企业、高校 / 研究机构资源

的合理利用

如何充分发挥企业与高校 / 研究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周  洪 

机构在科研和产品开发方面的作用，

形成互补和共进的局面，这是值得深

入思考的问题。

首要应明晰各自的优势和使命。

高校和研究机构具有学科交叉、理论

扎实、创新活跃等优势；同时肩负引

导前沿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等重大使

命。因此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最大优势

和使命是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创新研究，

在为社会输出优秀人才的同时提供具

有市场应用前景的创新概念和原理。

企业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性价比

最优的高质量产品。鉴于基础件质量

对整机可靠性的至关重要性，基础件

的产品开发必然是一个极其细致、严

密的过程。企业的产品开发部门必须

具备完整的产品功能测试和在所有工

况下寿命试验手段。同时，由于现代

自动化设备对基础元件的寿命、性能

一致性要求越来越高，一个系列产品

的开发过程必然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并且很难在短时间内完美地完

成开发过程。因此，企业和高校 / 研

究机构的最佳分工合作是：高校 / 研

究机构侧重创新和学科交叉，企业致

力于产品开发的精耕细作。

1. 国家主管部门应将“核心基础

零部件和元器件”工作作为长期的建

设任务来抓，打持久战，不可一蹴而就，

更不能以搞项目的形式短期给予一次

性投资攻关。国家应长期设立“核心

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攻关专项资金，

包括基础技术研究费、样机研制费以

及批量生产的技术改造等费用，以保

证研究、研制及批量生产应用的任务

顺利完成。原始创新、集成创新需要

路  波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长期的技术集成才能逐步实现，该项

建设工作是长期的、持久性的。

2.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力

度，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重视“核

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行业检测

机构的建设，加强资金支持和部分

政策倾向，服务于产品开发。依托

检测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

现有资源，形成一批行业检测实验

平台，开展基础零部件强化实验、

可靠性和寿命测试试验、产品质量

检测检验、材料性能检验，为提高

基础零部件质量提供先进的检测实

验条件和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整合

集聚优势资源，在中小企业集聚区

形成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提供支撑服务。

加强液压、气动和密封行业检测

机构建设是液气密新产品开发和质量

控制的重要手段。由于行业发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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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趋势

目前我国液力传动形成了基本完

备的行业体系，但是与发达国家美国、

德国、日本等比较还有着很大的不足，

需要强化的基础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仍

然很突出。首先，“卡脖子”的产品

急需突破，目前汽车液力自动变速器

主要依赖进口，冶金、石油、化工、

发电等行业配套节能的大功率液力元

件也需进口。其次，产品设计制造技

术水平需要提高，特别是产品的制造

质量和可靠性与国外差距较大，液力

元件的性能和可靠性需要提升。当然

还有很多需要快速发展的产品，如高

功率密度液力元件、风电变速恒频液

力调速装置等。隐藏在上述两个问题

背后的是专业人才匮乏问题。国内高

校中没有液力传动专业，都是依靠技

术传承延续，造成了液力传动行业存

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极度匮乏。如

果液力行业企业没有过硬技术研发能

力，无法跟上主机企业不断发展的脚

步。人才的短缺，必然导致创新能力

的薄弱。

液力传动是关键基础行业，不是

“夕阳产业”。尽管在工程机械中受

马文星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到液压传动与电传动的挑战，在汽车

中受到 DCT、CVT 的挑战，但如果清

楚地了解液力传动的技术优势以及国

内外技术发展趋势，液力传动仍将处

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业内专家初长祥

表示“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液力传

动技术仍将是工程机械底盘传动系统

的主流。”而汽车多档 AT 的国内市

场需求十分旺盛，必将要求液力传动

元件发展进步。

思考与建议

作为液力行业人，我们借此机会

也要大声地呼吁：直面不足，思考对

策，迎难而上，强化基础，培养人才，

壮大行业。现提出如下建议。

(1) 提升设计水平。进一步发展

基于流体动力学理论的液力元件现代

设计方法，采用现代测试技术深入研

究液力元件内部复杂流动机理和完善

液力元件现代设计方法，实现液力传

动元件的“精准设计”，进而缩短设

计、试制、试验的研发周期，提升设

计水平。

(2) 提高制造精度。液力元件的

核心部分大多为复杂空间曲面叶片，

其制造精度决定了产品性能的优劣。

好的设计没有好的制造得不到好的产

品。液力元件的核心部分必须实现“精

细制造”。液力元件的可靠性极为重

要，其故障和失效往往是轴承、密封

件损坏造成的，这也是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之一。

(3) 培育专业人才。液力行业的

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面对液力专业

人才短缺的困境，行业应对仅存液力

传动研究方向的吉林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给予一定的

支持，鼓励更多高校培养更多的液力

专业人才。加强企业和高校的合作，

企业派送优秀人才到高校院所进行液

力专业培养和深造。高校积极推荐掌

握液力传动专业知识的本科生、硕士

生、博士生到液力行业企业就业。企

业还可以通过与国外先进企业的技术

合作、交流等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

培养人才。

液力传动元件要实现强基发展，

不仅仅涉及技术层面，还有企业科学

的管理、严格的质量控制及研发、制

造、检验、销售、服务团队之间的密

切协作等也是极为重要的。

平衡和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导致国内

大部分中小企业不重视产品检测、质

量诊断，长期缺乏监控手段。以气动

检测机构为例，由于气动行业规模总

体较小，检测机构资金投入巨大，气

动企业大部分为中小企业，靠企业投

入没有经济效益，基本难以完成。因

此，需要国家制定专门政策扶持发展，

尤其是基础零部件产业检测机构，更

应向公益性方向发展。

3.充分利用我国以企业为主体的

政、产、研、学、用联合的组织形式，

团队运作完成攻关。同时，也可采用

与国外同类先进企业合资、合作或兼

并的方式加速发展，还可引入竞争机

制，以招标方式选择有创新思维、开

拓精神强、企业运行机制好、专业化

生产能力强、具有丰富现代经营管理

经验的优秀中小企业作为主体企业，

承担开发和生产等攻关任务。

4.彻底改变过去科技项目开发、

攻关、试制工作的管理程序和模式，

改变样机试制结束，经鉴定合格、达

到设计要求就算完成任务的做法。一

种产品是否开发攻关成功，具备先进

性，不是只看样机是否经过鉴定，而

应着重考量批试和批量生产出的产品

是否稳定在样机水平，验证生产工艺

是否合理、先进，满足主机功能与性

能要求，最终得到用户好评。

5. 加快培养“核心基础零部件和

元器件”高级技术人才，鼓励大专院

校恢复基础零部件如液压、气动等相

关专业设置，培育更多专业人才。依

托各级检测机构、研发机构、行业协

会，发挥其技术培训的功能，制定行

之有效的培训计划，不断培育更多行

业人才，提高我国“核心基础零部件

和元器件”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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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液压件在经过几十年的大力

发展后，在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

积极开发新技术的基础上， 已经取

得了巨大的成绩，从产品的品种、规

格，到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及技术水

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与国际先

进水平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液压件虽小但却能反映出一个国

家机械制造的综合水平，有顶级的加

工设备不一定能制造出好的液压件。

对于液压元件我认为：

1. 液压件是一个综合制造能力

的体现，需要大规模的产业分工合作，

包括：基础理论研究、机械制造、材料、

密封、铸造、油品等等，单单依靠一

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状是

刘昕晖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解决不了液压元件发展的瓶颈问题。

2. 不能采用大跃进的做法，要注

重细节，加强基础性的技术研究，积

累大量经验和数据。

3.在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

础上，要结合我国主机特点，创造性

地学习，不能盲目照搬照抄。

4. 加强和高校的合作，高校在基

础理论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液压元件

制造厂家应充分利用这个资源，和高

校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在液压元件

的制造过程中，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5.由于液压元件研究的复杂性，

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成果，需要很多

人耐下心来，承受住寂寞。建议有关

部门设立专项基金支持那些长期默默

无闻致力于液压元件基础性研究的科

研人员。

6.液压技术及产品是一个系统工

程，要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

大企业间开放力度，破除“诸侯经营”

发展模式。

7.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

作用，激发内因作用，实现自强；同

时政府要发挥协调监督作用和重点支

持单靠企业和行业资深解决不了的问

题，如基础研发、寿命可靠性试验检

测等重点难题，发挥外因作用，为企

业自强创造条件。

8. 政府要出台政策，营造公平竞

争环境，促进拉动内需、加速推进自

主创新产品市场开拓速度。

目前，我国能源、石化产业高端

主机装备中的关键密封件，如核主泵

等关键泵机械密封，长输管线压缩机

干气密封，煤炭深加工高参数机械密

封、高性能碳石墨材料等仍主要依赖

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供货周期

和零配件受制于人，并且严格实行技

术封锁，给关乎国计民生的能源工程

建设和运行带来重大安全隐患。

核电、煤炭深加工、中俄天然气

管线、大型 LNG 等，能源、石化领域

重大技术装备对特种、关键机械密封

基础件配套能力的需求对密封行业既

是挑战又是重要的发展机遇。应通过

“工业强基战略研究”，做好顶层设

计，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解决

行业基础共性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关

键，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

键机械密封产品和材料，解决主机装

备的卡脖子问题，提升我国工业基础

李  鲲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配套能力，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

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就机械密封行

业而言，抓住“工业强基”战略机遇，

通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

在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基础材料等

方面全面突破，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

落实：

1.加快密封行业创新体系建设，

建立国家级机械密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通过中心建设，形成机械密封行

业公共技术研发平台 , 促进国内机械

密封行业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

要素的集聚，形成综合配套研发、试

验基地，提高行业核心共性技术的开

发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切实提高我

国密封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通过创新引领、技术服务、行业

培训等方式，带动机械密封行业的技

术进步。

2. 政府部门应该继续发布科技

开发计划，加大基础产业科技投入。

通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

体 , 针对能源、石化领域重要装备

配套机械密封件的复杂机理和核心关

键技术重点突破，掌握高端产品的关

键技术。

3. 政府通过产业化融资支持、

首台套产品政策支持等合理补贴方

式，着实解决“鸡与蛋“的问题，鼓

励主机企业高端设备使用国产基础件

产品。

4.加大对基础件行业重点骨干企

业的投入和引导力度。加快有条件企

业上市进程，引导资本投向基础件产

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转型升级，增强企业实力；加

大对提高基础件产品的可靠性投资力

度，提升行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

强主机企业对国产基础件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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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橡塑密封件产业和国外的

一系列差距中，以下几点差距特别

突出：

1. 研发、创新模式的差距

国外橡塑密封件企业注重发明、

创新，在密封机理、基础研究、新材

料开发方面舍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在新材料应用、优化产品结构和提高

功能性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始终引

领橡塑密封发展方向，占据了创新的

制高点。

我国橡塑密封件企业往往急功

近利，投入一点资金立刻想得到回

报，不愿意开展长期艰苦的、深入细

致的基础研究工作，大多数企业的研

发还是沿袭从材料配方——模具加

工——产品成型的传统老方式，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是搞逆向工程，也

就是仿造别人的产品，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研发，更不是创新。这样的结

果只能是一直跟在别人后头，永远无

法超越。

2. 研发费投入的差距

国外知名橡塑密封件企业的研发

费投入一般都超过年销售额的 3%，如

德国的弗洛伊登贝格公司、法国的哈

钦森公司、瑞典的特瑞堡公司、美国

的派克-汉尼芬公司和日本NOK公司，

这些公司 2013 年的销售额超过 20 亿

美金，年度研发费投入高于 3%，这笔

费用用于研发可以做很多事情。而国

内橡塑密封件企业规模小，年度研发

费投入超过 3% 的寥寥无几。

3. 材料的差距

在密封件产品质量的众多影响因

素中，原材料乃是重中之重。由于我

国包括材料工业在内的基础工业也落

后于发达国家，一些化工、金属基

本材料性能不佳，有的材料需要依

陈晋阳 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靠进口，有些特殊的橡胶塑料原材料

还受制于别人。这就直接影响了橡塑

密封件的产品性能。新型密封材料的

开发仍将是我国橡塑密封件工业发展

的重点。

4. 制造业信息化程度的差距

国外先进橡塑密封件企业已经建

立起信息化制造体系（早期称 CIMS，

即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信息化的

内容包括贯穿全制造过程的 ERP( 企

业资源规划 )；研发过程信息化包括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E（计算

机辅助分析）、CAPP（计算机辅助工

艺过程设计）、PDM( 产品数据管理 )

和 VPD（虚拟产品开发）等；制造过

程信息化包括 MES( 车间制造执行系

统 ) 和 FMS（柔性制造系统）等，带

动产品设计方法和设计工具的创新、

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制造技术的创

新，从而实现产品设计、制造和企业

管理的信息化、生产过程控制的智能

化以及咨询服务的网络化，使整个制

造过程的信息，如产量、质量等在

制造的同时被记录在系统中，即时监

控，随时查阅。因此能够长期、稳定

地生产制造出可靠性高的优质橡塑密

封制品。

在国内，橡塑密封件企业的信息

化还处于低级阶段，企业应用较多的

信息化技术有 ERP、CAD/CAE/CAM 等 ,

而其他更多的信息化技术还没有应

用。人为因素的影响，是产品质量不

高的主要原因。制造业信息化是产品

质量的根本保证，因为信息化制造系

统了避免人为影响因素，从而能保证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

针对以上差距，提出以下改进建

议措施：

（1）重视产品研发过程中的创

新能力的建设。勇于创新，重视前人

研发的经验，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

总结，以此对未来的研发工作提供借

鉴，但不走别人的老路，放弃仿制别

人产品研发模式，一定要用自己的新

产品来开发市场。同时选择优秀的适

合自己企业的研发模式来提升研发水

平，然后通过长期试验实践，坚持不

懈，研发出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高端橡

塑密封产品。

（2）为鼓励企业广泛开展研发

活动。国家出台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政策，橡塑密封件企业要充分用

好国家的这一项政策支持。同时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把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

计扣除的比例从目前的 50% 提高一倍

以上，以提高企业对这一政策的兴趣，

促进企业加大研发费投入的力度，激

励企业大幅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高

企业的整体研发能力。

（3）生产制造信息化是橡塑密

封件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要实现信

息化，首先要实现自动化。因此必须

加大投资力度 , 要目标明确 , 为信息

化有的放矢地进行技术改造 , 形成专

业化、机械化、自动化生产制造基础

条件。在此基础上尽快建成生产制造

信息化体系投入使用。

（4）创造条件鼓励企业走出国

门。到国外投资企业，或与国外先进

橡塑密封件企业实行联合，利用国外

的人力、资源、环境来提升企业的技

术水平，或创造条件收购国外企业，

利用收购这一捷径来快速提高企业核

心竞争力。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在产品

研发和生产制造信息化方面的不足，

奋起直追世界高端橡塑密封制品先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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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默  山东常林集团董事、总裁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

期，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都在大力实施工业强国战略，以确保

在未来发展竞争中的绝对优势。美国

大力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德国大力推进“工业

4.0”战略，积极争夺新一轮技术与

产业革命的话语权；日本也采取相应

措施，强调发展无人化工厂和工业机

器人，以此来提高来自于制造业的全

球竞争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宏观形势下，

我国越来越认识到提升工业发展质

量、加强工业基础建设的战略意义和

紧迫性，先后提出“制造业强国”和“工

业强基”两大战略。但如何更好地实

施战略并真正落实，则是我们要重点

思考并回答的问题。个人觉得，以下

几个方面值得关注和加强。

体制机制改变和创新是工业

强基的基本前提

制造业强国以及工业强基战略，

必须要有一个瞄准全球竞争力战略制

高点的体制和机制保障才能顺利实

施。要建立起充分的、完整的、统一

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定公平公正的市

场规则，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充分

激发市场的活力，让市场这只“无形

的手”真正发挥作用，让市场的大浪

淘金砺沙，优胜劣汰。作为政府，该

放开的充分放开，该管好的一定管好，

解决好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创新的体制机制，才能激发

市场的活力，发挥市场应有的作用，

从而推动新技术、新产品的涌现，当

大量新技术、新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

可时，科技人员的创新价值和社会价

值就得以实现，进而能够推动新一轮

的创新发展。

政府共性资源的统筹和投入

是工业强基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全球资源整合、国际竞

争加剧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市场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我国目前工业

基础薄弱，四基水平不高，教育体制

不适应社会和科技进步的情况下，市

场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政府一定得

制定相应战略，出手主导。我认为应

从以下两个层面着手：

一是从横向上搭建国家级的跨行

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国家应集中

财力，建立几个国家级的基础前沿技

术和共性技术运用机构，如类似德国

的弗劳恩霍夫（Fraunhofer）应用科

学研究促进协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

模式，除承担国家、地区和行业的重

要研究任务外，主要为中小型企业提

供有偿服务。在基础前沿技术、共性

技术和企业新产品开发之间，建立一

个中性的相对独立的对接平台，即由

国家进行资源统筹，建立集技术、研

发、实验、检测等为一体的国家级公

共服务平台，为行业企业提供共性的

技术和研发成果，加快产业化进程并

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解决单由市场

和个别企业难以完成的诸多核心技术

问题的方法之一，其特点是跨行业、

大投入、共性强、周期长的基础技术

和制造工艺。

二是从纵向上要扶持重点行业

企业。对于关乎社会经济和国防战略

安全、关乎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关

乎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

提升的产业，在纵向上要选择几家

企业或产业集聚区进行重点、持续、

大力的扶持，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

突破并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

力和市场话语权。现行的扶持政策

和实施方法值得反思，应该深入研

究韩国政府近二十年来对韩国优秀

企业和龙头企业采取的具体做法和

实施结果。

具体到液压行业，可以由中国液

压协会牵头，由财政支持，市场化运

作，组建一个由院士、科学家、研究

机构、企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固定紧密

型、长期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公共服

务平台，进行液压共性技术如仿真、

模拟、实验、检测、研发等综合研究，

为液压企业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加快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创新型人才的打造和培养是

工业强基的必由选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创新型人

才的打造和培养是实现工业强基和制

造业强国的必由选择。

应该说，按国际通行的标准，

当下的中国教育是不成功的。要彻

底改变目前中国教育体制之积弊，

由以所谓的学术论文、科研课题、

考试成绩为考核目标，转变到以教

育人、培养人、成就人为核心要务。

教师要了解前沿科技，解决社会问

题，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发展天赋、

独立人格、创新思维、自由思想、

法治观念等普世价值观，为创新型

企业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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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现在的教育体制是毁人的，

学生都想出国留学，这就说明我们

的教育是出了问题的，这样的体制，

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不可能强基，

更不可能强国。

德国政府采用“双元制”职业

教育体系，开展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

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

职业教育形式，建立技术职业教育体

系，培养操作、技艺型人才。德国除

了 27% 左右的青年上大学外，绝大多

数年轻人都进入了职业学校获取基础

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为德国工业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强大

的人力资源优势是德国工业取得举世

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

业。“专精特”企业要以开放的心态，

全球化视野，不贪大求全，不搞封闭

式的自我配套，要找准自身优势，瞄

准特色产业，树立“做到极致、全球

最好”的理念，致力提高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

总之，构建制造业强国以及工业

强基战略，应以强化体制机制的改革

为主要抓手，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系和法制体系，以此充分激

发、引导和挖掘巨大的科学技术创造

力和科技产品的市场化。国家应集中

财力，解决基础共性技术、影响国家

安全、通过市场难以实现的全球战略

技术和产品。而教育体制的彻底反思

和改革，是为实现强国强基战略提供

长期人才资源的根本保障。

摆正专业化和多元化关系是

工业强基的战术关键

专业化和多元化是企业发展的两

种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和全球

分工的细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越来

越成为主流模式并被更多的企业认可

和践行。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专业

化发展的企业越来越多，有非常多的

成功经验可以学习并借鉴。结合中国

的国情和实际，政府要积极转变观

念，立足国际分工，融入全球视野，

不应强调多元化、大而全的发展模

式，而要通过体制保障、政策带动、

市场引导、舆论宣传、考察培训等方

式，大张旗鼓地鼓励企业走专业化、

专而精的道路，着力培养一大批竞争

性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中小企

浙江圣邦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姜  洪 

由系统创新带动元件创新

目前标准液压元件的创新空间越

来越小，而为了打破国外品牌在高端

液压件市场的垄断地位，创新又是必

不可少的。因此，按传统的系统方案

生产标准液压件与国外品牌竞争的难

度非常之大。但是如果从系统方案着

手进行创新，提出新的性能更好、成

本更低或者更加节能的系统方案，为

了使新的系统方案能达到最佳性能，

往往需要有新的元件与之配合，从而

自然带动元件的创新。但是目前系统

创新平台要么在主机厂，要么在高校

研究所，而元件生产和创新平台主要

在液压件企业，高校研究所即使有元

件创新的成果目前也很少能够落实到

企业生根发芽，主要是由于这几个平

台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导致的结果。

进行系统创新的团队考虑到可靠性因

素或者自身在元件加工设计方面的局

限性因素，在设计系统方案的时候往

往宁可损失系统性能也要尽量避免设

计或使用新元件。另外一方面元件制

造企业目前普遍还不具备系统创新的

能力，这就使得由系统创新带动元件

创新的路线受到了阻碍。实际上对于

主机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来说如果在系

统创新的过程中联合液压件企业进行

元件创新，不但能够充分地发挥新系

统的性能，而且对于保护其创新成果

也是非常有利的。为此，必须在高校

研究机构、主机企业和液压件企业之

间建立互信、紧密、和谐和互利的合

作关系，要使三方面都能够从创新中

获得回报，才能使创新源源不断。

元件创新服务于系统

这种创新模式我们在大流量电液

比例插装阀的研制生产方面进行了初

步的探索，我们与浙大液压所建立了

液压联合研发中心，由浙大液压所牵

头在主机企业和圣邦之间建立起了紧

密的合作关系。首先由浙大液压所针

对国内压铸机液压系统的现状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后，提出了全新的

控制方案并研制了专用的控制系统，

为了使控制系统的性能发挥到最佳程

度，在消化吸收国外同类产品技术的

基础上，我们对元件的结构和参数进

行了持续的改进，最终使得该产品在

压铸行业取代了国外进口的比例阀。

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没有系统创

新带动元件创新，即使我们生产的比

例阀成本再低，对主机厂而言也不愿

意冒险采用，因为液压元件采购成本

占主机总成本比例相对较低，但其性

能却直接影响系统的核心技术指标，

在压铸机行业就连普通的电磁换向阀

国内主流的主机企业都不愿意采用国

产产品，但是我们却在这样一个高端

核心关键元件上取得了突破，这对我

们是一个启迪。我们希望将这种创新

模式在其他行业进行推广。这样我们

在面对国外高端品牌的时候就不用单

纯采用价格战了，也能为我国的液压

件行业摘掉一味仿制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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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液压行业作为工业强基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必须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1. 借鉴日本、德国、韩国、美

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制订包括液压产

品在内的 “工业基础件推广应用（条

例）法”，从法律层面确立工业强基

战略的国家意志。

2. 加大“助优扶强”，重点扶持

液压行业的骨干企业，突出扶持“专、

精、特、新”企业，使这些企业做强

做大，增强国际竞争力。

3. 制订液压产品国家采购产品目

录。凡是通过第三方检测通过的液压

产品纳入动态的国家采购产品目录，

据此目录建立国家重大装备采购制度，

凡是由国家投资的重大工程技术装备，

承担项目的企业应从此目录中采购，

国家产品目录中没有的产品方许可进

口，使重大装备国产化得以真正落地。

王振华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是关键

1. 鼓励产需对接、主配牵手。以

整机装备为依托，以项目为抓手，组

织主机企业和液压行业企业共同研制，

合作开发，协同攻关，利益共享。鼓

励主机企业和液压行业企业互相参股，

建立更为紧密的以资本和知识产权为

纽带的主配关系。

2. 制定类似“农机补贴”的政

策，对使用国产液压元件的用户予以

补贴。对采用国产液压产品的主机企

业和用户所得税比照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缴纳。

3.设专项资金支持有实力的企业

进行境外收购，以加快先进技术的引进，

以及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4.应大力支持企业引进国内外高

端人才，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复合

型人才，对企业培养高技能人才予以

必要的资金支持或在税前扣除。

5. 切实落实激励机制，调动研

发人员的积极性及关注产品前景的热

情，切实落实和完善项目责任制。

目前尤为重要的几项工作

1. 建立液压行业公共基础技术服

务平台，尤其是液压行业产业化协同

工作平台、检测平台、行业信息服务

平台。

2.优先解决制约液压行业发展的

基础部件和基础材料。比例电磁铁、

高质量密封件、轴承、高压精密液压

铸件、摩擦副等关键基础原材料列为

国家级攻关项目。

3.如比例伺服插装阀等是行业发

展“卡脖子”产品，它影响着一个国

家的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对国家高

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国家

应给予重点扶植。    

佛山市科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这几年与主机企业合作发展，

我深切体会到“主机与零部件企业合

作模式”是快速实现“强基战略落地”

的成功模式之一。

主机与零部件企业合作优点在

于：一是“主机与零部件企业合作模

式”是贯彻“整机牵引与基础件支撑”

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模式；二是鉴于

新产品在制造厂内的实验、测试不能

完全证明其是否能满足实际应用性能

要求，因此，在不同工况下主机上的

装机测试、对比测试能及时发现并将

问题暴露，迅速寻求解决方案，产品

的持续改进和创新的时间将大幅减

杨  军 

少，竞争优势明显；三是主机厂与零

部件制造企业联合，共同研制创新核

心零部件。

建立“主机与零部件企业合作模

式”需要创造如下条件：

主机装备制造企业：

①核心零部件与主机关联且具备

良好的市场前景，国产化能显著降低

成本；②具备世界或国内行业排名第

一的实力，品牌影响力强；③企业资

金实力雄厚，企业信誉度良好，文化

建设及包容性强；④对进口或高端零

部件需求量越大越好，进口件议价力

弱和供货期长；⑤追求整机国产化率，

具备小部分失败的抗风险能力（无惧

竞争对手）；⑥清晰、公开透明的利

益分配制度；⑦主机厂拥有的集供应、

采购商的资源利用的平台优势。

零部件企业；

①初具产品先进性，可靠性上被

证实基本成功，产品能用于主机装备

并替代进口，性价比有优势；②企业

领导具备减少或放弃眼前即得利益，

放眼今后能取得多大成功；③Knowhow

作为技术支撑，具有团队优势；④认

可主机企业文化、诚信和今后良性发

展趋势；⑤借助主机平台优势，持续

改进创新，具备批量制造销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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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强基涉及三个领域：一是液

压件产品本身，二是客户端，三是供

应链。

液压件产品本身

液压件产品本身应该区分三大

类，一类是前沿的、颠覆性的产品，

这类产品国外也正在研发，5 ～ 10 年

后可能成为主流，我们应该自行研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二类是当下的主

流产品，且在中国国内目前主要由进

口件占领市场，这类产品国内一些企

业正在做，但质量、性能，尤其可靠性、

稳定性有差距，谈不上自主知识产权，

主要是跟着学，但急需做好；三类是

大量的已经被国内液压件占领的实用

性产品。其中前两类产品，应该列在

强基工程的产品目录内。

第一类产品，应该由行业协会牵

头，组织专家讨论，定大类，定方向，

然后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单位“认

领”具体产品，表明研究能力和意愿，

同时由企业参与，尤其是这几年新兴

发展起来的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企业，

一个或几个，共同参与到前沿产品的

开发中，出钱、出人，最后当然要进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志伟   

行商业运作，签下一纸协议，确定责

权利。

第二类产品，也应该由行业协会

牵头，组织常务理事会、外聘主机厂

专家讨论确定产品种类，在可能的情

况下，确定几家或十几家企业作为这

一类产品的主要责任者，分产品重点

支持。

客户端

由相关机构确定主机厂名录，主

要应该由主机厂年使用的量作为依据

确定主机厂对某类产品的资格，他们

可以公布他们有权公布的所使用的产

品目录以及合格供应商的名录，作为

行业目前适用产品的一个方向，当主

机厂对合格供应商合格产品的年采购

总量或份额超过一定量后，增量部分

由国家税务部门给予减免或退补税收

的政策。

供应链

这项工作本身谈不上是强基工程

的内容，但行业协会可以在会上允许

自身有意愿且得到部分企业认同的供

应商在会上做简短的推介工作，并且

形成数据库，在协会网站或微信上予

以推广，供生产着选择。

关于强基工程中行业协会运

作及国家层面上的两点建议：

第一，液压气动密封行业由于规

模小、差距大很难得到国家层面上的

重视，但其重要性又显而易见，这次

国家提出强基工程，机会难得。我认

为强基工程对于我们液压产业来说，

其核心一是让现在在做第二类产品的

企业有信心一直做下去，并且把工作

重点放到产品质量上来，避免价格战，

做精做强现有产品，真正能够替代进

口件；二是让有实力的企业有信心投

入资金到行业里来，愿意合作开发一

类产品，做好未来成为液压强国的

领头羊的准备，千万避免重复投资。

对于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来

讲，任务非常重，一是能最终获得国

家层面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引导行业

内企业朝着上述方向前进。

第二，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对

于少数核心的关键零部件，适当地

提高关税来支持民族行业的发展，

未必就是不可行的方案。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从产品研发到产品市场化，个人

认为，我们和国外液压企业的差距主

要体现在：研发阶段方向把握不够准

确、创新能力不够；产品实现阶段产

品可靠性有待提高；产品市场化阶段

高端产品“首台套”主机企业不愿意

采用等。

产品研发首先要把握好研发方

廖显胜   

向，在充分调研、了解主机当期及未

来需求基础上，对研发方向做出前瞻

性的规划，进而明确研发产品的型谱。

同时，研发方向要结合国家战略需求

去考虑。原则上，未来液压产品的研

发要从节能、环保、数字化方向入手，

低能耗、无污染是构建未来产品竞争

力的需要，数字化是机、电、液、信

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其次要加强企业

创新能力建设，包括正向设计能力、

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产品集成能力。

在产品实现方面，要围绕提高产

品可靠性去重新布局产品实现路径。

导入智能制造，使产品实现过程更加

可靠；提高全工况实验能力，发现并

优化解决产品实现中的不稳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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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制度上的顶层设计非常关

键，我一直认为高压液压件的突破是

由政策或制度决定的，不全是技术层

面的，所以政策及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决定了行业未来发展，这个制度肯定

是起到鼓励作用而不是限制作用的，

毕竟液压行业还是属于细分行业。

直接的定向支持政策

国家给予定向的专项资金支持或

者专项补贴，也可能是优惠政策，直

接定点支持行业“专特精”企业。

1.液压件企业大多是小微企业，

他们关注的是生存和利润，投入很多

资金搞研发不太现实，现在申请到的

一点技改资金都没有落实到技改上

去。所以资金支持方式需要改变，不

能像撒胡椒一样都撒一点，要寻找标

杆企业，定向支持。

2. 项目验收要“认真”去做，宽

进严出。方式最好是院校、研发企业

（专特精企业）、实际用户联合实施。

宁波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总裁姚广山   

3. 既然是振兴液压行业，那就按

照行业来确定“专特精”企业，不按

地域划分，或者说直接由协会甄别筛

选，国家直接给予支持，提高效率。

如果还是按照国家、省、市、地区的

层层报批，强基实现很难。

比如液压行业的小零件：弹簧、

合金铜、轴承、螺钉等等，可以定向

扶持几家，支持成为“专特精”企业。

高压液压元件也可以这样操作，

分种类研发突破，这样就不会过分竞

争，扰乱市场。

加大行业协会作用

协会发挥更大作用，政府放权，

设立专职部门或让协会主导行业发

展！将政策优惠权限、使用补贴资金

的权限、国产化率的设定比例等权限

放给协会或专门机构。

协会对企业非常熟悉，可以鉴别

出“专、特、精”的企业，也指导如

何与市场接轨。协会可以制定液压行

业发展规划，报批后有权利监督实施

情况。

政策支持上更要向软件方面

倾斜

在政策支持上不仅仅关注硬件投

入，更要向软件方面倾斜。

1.我们处于粗放管理末期，在“精

细化管理上”有巨大的差距，包括理

念上的差距，需要很强的约束制度和

反复培训。

2.需要建立质量等体系来提高批

量产品的一致性，这个体系需要认证，

而且是强制性的、十分认真的认证。

提高整机国产化率

分析整机行业及零配件行业状态

来确定合理的国产化率，并形成制度。

整机的国产化率要随国产配件的水平

提高而不断提高，来支持国产液压元

件发展。比如工程机械、机床、造船

等都可以强制提高国产化率拉动内需。

充分利用六西格玛管理工具及其他质

量管理体系，加强产品可靠性管理。

同时，要加强共性技术的研究，譬如，

高强度铸件毛坯、摩擦材料、数字液

压智能化技术、低噪声技术，等等。

在市场化方面，如何让市场接受

液压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端产品的“首

台套”？一方面要做质量更好、可靠

性更高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和主机企

业联合研发，同时，在政策和税收层

面，可对主机企业使用国产元件给予

鼓励和倾斜。

结合目前我们存在的差距，针对

液压行业“强基”工程推进，有如下

建议：

第一，组建调研团，深入主机企

业和市场调研其真正的需求，梳理、

落实产品目录，明确对接。同时，到

有专业基础的液压企业调研，了解企

业的优劣势和需求，为政策制定、项

目支持掌握第一手材料。

第二，建立共性技术研究平台。

由政府和行业协会牵头，组建跨行业

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联盟，

解决设计、材料、制造工艺方面的共

性难题，助推行业工艺技术能力提升。

第三，设立关键液压件专项创新

基金，对突破关键零部件的核心共性

技术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第四，加强行业标准执行力度，

加强权威液压产品检测中心的建设，使

其面向全行业，为企业提供服务，同时

政府委托其代表行业进行技术的监督。

第五，给予企业智能制造的政策

或专项支持。智能制造将帮助企业大

幅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希望在液压企

业智能制造项目上给予大力的政策或

专项资金支持。

第六，希望给予主机企业在使用

国产液压元件替代进口产品上给予大

力支持，引导主机企业加快核心元件

国产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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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近年来走过的坎坷道路，

提出几点建议：

1.要注重开发未来市场急需的高

端产品

主机进步需要借助于电子控制，

特别是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行走机

械和现代军事装备。未来液压工业的

一项核心技术和元件是电液伺服阀、

比例阀，尤其是行走机械的高频响、

高精度的比例元件。掌握这一核心技

术是当前振兴我国液压，技术创新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这也是为落

实习主席近期视察 8 万吨锻压机时作

出的重大装备基础元件必须国产化的

指示打下良好的基础。

2. 企业发展始终以市场为中心

振兴脱离不了市场，开拓市场是

企业经营中的核心活动，从市场中才

能找到产品开发的方向。企业高管从

一开始就亲自跑市场，十分重视用户

的任何需求，在用户心目中取得较高

的可信度。

3. 从细节着手，保障产品可靠性

“什么时候中国液压企业重视

去毛刺了，中国液压的可靠性就解决

了。”这是一位已故液压行业的老领

导的寄语。我们在这方面要下很大功

夫，将去毛刺贯穿在整个加工过程中，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曹  涌   

采取机械手去毛刺、热能去毛刺、手

工去毛刺等多种形式，为此，也要制

作大量的工装设备，在这方面我们取

得了很大收益。

4.注重产品试验，提高产品可靠性

液压产品的可靠性是关键。很

多企业购买加工设备舍得花钱，但建

造试验台则能省就省，把可靠性试验

推给了用户，这是下策。我们总结了

以往发展的教训，找到影响产品性能

和可靠性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加大了

产品试验检测的设备投入，如伺服阀

部件试验台、全性能试验台、冲击试

验台、动态测试试验台，几乎占据近

50% 的生产面积。使产品性能和可靠

性得到明显提高。

5. 重视企业数字化管理，使批量

生产有保障

液压元件必须要有数字化工

厂技术以保证大批量生产和交货

期。可以通过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

Internet 网和内部局域网将下述四个

系统有机地联在一起，让生产环节中

的每件物、每个人都有 IP 地址，使

车间运行全部实现数字化管理，取得

最优运行状态。

◆作为指挥决策的 DCS 集散控制

系统；

◆作为运行监管的 ERP 系统；

◆作为实时统计的IOT物联网系统；

◆作为现代制造的 CAD、CAM、

CAPP 计算机辅助系统。

这样从订单到发货，全部实现数

字化监控、管理、大数据处理，大大

地缩短了交货期。电商平台对推动液

压振兴也有重要的作用，期待着这种

数字化管理能推广到全行业。

6. 重视经济核算，提高企业投入

产出比高

液压元件企业前期资金回报很

慢，要靠自己的统筹规划、精打细算、

勤俭节约才能将企业滚大。希望国家

能给予重点支持，但最根本的还是要

靠企业自立更生，制定可行的发展规

划，要把国家的支持用在刀刃上。

7.在企业间合作和组建集团化企

业方面应有突破

我国液压企业规模小，产品范围

窄，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组建液压

集团化公司，才有市场竞争的能力。

由于体制，特别是传统理念的束缚，

一时集团化比较困难，但可以通过产

品合作、资本合作和市场合作等多种

方式渐进开始，也可以探索与冶金、

压机、工程机械主机方面的企业合作。

发展重点

制约发展的“卡脖子”产品：挖

掘机液压系统及元件，混凝土机械液

压泵、回转装置，路面机械静液压传

动系统及元件，大马力收获机械液压

传动系统及元件，乘坐式高速插秧机

关键液压元件，大马力拖拉机关键液

压元件，智能型装备数字液压元件与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冯世波   

系统。

影响经济和国防安全的产品：

大功率重量比、高可靠性、长寿命液

压油及燃油泵，高压、高速、集成型

电动泵及电液作动器 (EHA)，大型舰

船、钻井平台等关键的液压元器件。

特种、专用装备的关键产品：盾

构机、风电、锻压等大型高端装备液

压系统及关键元件。

需要政府主导解决的产品：节能

减排扶持政策，促进汽车节能装置在

环卫、公交等车辆应用。

行动计划

提高基础工艺水平及制造能

力：多路阀等复杂油道铸造制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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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聚焦 Viewpoint  Focused

我作为行业的一名新兵，在液压

产品推广和国产化过程中主要面临的

困境和需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有：

1.需要提高基础工艺水平及制造

能力。如多路阀等复杂油道铸造制芯

设计、摩擦副表面强化、双金属扩散

焊接技术、重要零部件关机要素智能

制造系统、柱塞产品装配质量控制、

液压系统清洁度控制。

2. 加大先进测试技术应用和试

验能力建设。铸造、焊接等零件无损

检测技术及装置、重要零部件关键要

素数字化测量系统、建立与主机应用

相适应的液压泵性能和耐久性试验标

准，并建设相应的性能和耐久性试验

台、采用智能测控技术，实现在线检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任冰冰   

技术方向

重点在高端应用领域达到相应的

性能要求和认证，实现“零排放”、

低逸散控制。未来发展方向为：

1. 高温、高压、低泄漏、高危介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吴益民   

3D 打印技术及装备：摩擦副表面强

化——离子镀 / 注入技术及装备；双

金属扩散焊接工艺及装备；重要零部

件关键要素智能制造系统；清洁度和

装配质量控制；

加大先进测试技术应用和试验能

力建设：铸造、扩散焊等零件无损检

测技术及装置；重要零部件关键要素

数字化测量系统；建立与主机应用相

适应的液压泵性能和耐久试验标准，

并建设相应的性能和耐久试验台；采

用智能测控技术，实现在线检测和监

控，建立数据模型。

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建立摩

擦磨损试验室、液压泵微观特性研究

实验室、液压泵环境实验室、液压泵

仿真实验室。

开展专项课题研究：研究不同结

构、不同运动形式、不同工作介质、

不同工况下柱塞泵各磨擦副失效模

式；优化摩擦副配对选材及表面强化

方案，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寿命；专

用仪器设备研制：主要包括滑履副、

柱塞副、配流副专用模拟试验机；在

线铁谱仪，监测试验数据和磨损信息

提取；油料光谱仪；定量分析磨损颗

粒及材质仪器等。

政策设计

技术标准：学习国际液压行业先

进技术标准，给予政策支持，鼓励行

业骨干企业联合示范、试点应用，组

织编制或修订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

联合协同机制：针对国家重点产

业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建立主机协同设

计平台，把主机技术指标分解到系统各

元件，制定技术体系和质量标准，充分

发挥各配套企业专业化的优势，实现中

试和产业化，投入共担，成果共享。

创建共性技术研发及服务平台

建设：设计开发软件；仿真设计软

件；面向行业服务的实验室；可靠性

设计和试验研究；加速寿命试验方法

研究；具备认证资质的行业检测鉴定

中心。

测和监控，建立数据模型。

3. 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和试验室

建设。建立摩擦磨损试验室，研究不

同结构、不同运动形式、不同工作介

质、不同工况下柱塞泵各摩擦副失效

模式；建立液压泵环境试验室，研究

不同环境下液压泵疲劳情况，改进产

品性能；建立液压系统试验室，研究

液压系统匹配和控制策略，优化液压

系统控制。

4. 支持项目开发新模式。要重点

支持业内参与政策引导型项目和体系

支撑型项目，如农机结构转型升级项

目，国家技术平台升级项目等。同时

还要扶持主机厂拉动型项目，给予主

机厂一定程度上的优惠，从而引导

主机厂向高性能要求、低排放标准

的方向发展，进而提高行业的整体

技术。

5. 建立技术交流共享平台。国家

应给予政策支持修订和编制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学习国际液压行业先进

技术标准，鼓励行业骨干企业联合示

范，试点应用。建立主配协同设计平

台，对国家重点产业项目，把主机技

术指标分解到系统各元件，制定技术

体系和质量标准，充分发挥各配套企

业专业化的优势，实现中试和产业化，

投入共担，成果共享。高校产学研合

作、成果分享，与国内液压行业优势

高校合作，分享科研成果，并转化为

产品。

质（易燃、易爆、强腐蚀）等高参数

叠加，是工业领域的方向之一，相应

的密封材料和元件结构有待配套。

2. 满足高温（1000℃及以上）深

冷（-200℃及以下）及其温区急剧变

化、深水（3000 米以上）、高真空、

超长寿命周期（设备和装置的全服役

期）等要求的密封材料和元件。

3.随着越来越严格的环保要求和

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符合法律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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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要求、不产生环境荷尔蒙的

密封件产品。

4. 密封件是无组织排放控制系统

的一部分，选型、安装维护是影响密

封性能的重要因素。密封元件的安全

可靠性和应用研究尤为重要。

5.密封元件状态的在线监控和安

全警示、载荷的自动调节。智能型密

封系统将成为未来的方向。

发展策略

作为现代流程工业不可或缺的重

要基础元件，填料静密封行业的作用

将愈加重要。改变行业大而不强、小

微企业众多的现状迫在眉睫。

1. 元件的性能和可靠性要求越

来越高，势必需要强大的技术和制造

实力支撑。行业应形成 2 ～ 3 家“航

空母舰”型的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

40 家左右具有产品特色的“专精特”

企业为辅助的密封件研发、制造、服

务一体化的跨区域集群，以服务应用

行业 95% 以上的主体市场。

2. 提升密封件在流程工业中重要

性的认识。从法规上设置涉及行业的

准入门槛，规范对填料静密封元件产

品的应用技术性能和质量管理条件，

设立更严格的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建立完善的、符合环保要求和资源节

约的流程工业泄漏控制法律法规体系。

3.形成按排放要求分类的高、中、

低等级的应用体系。

4.形成对市场需求反应迅捷的研

发体系，产品应用技术性能和可靠性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鼓励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

研用”结合的创新活动。设立基础件

重大项目和关键产品研发及产业化科

技资助专项，对共性技术研发给予立

项支持和成果奖励。

6.鼓励与密封材料和密封件结构

设计相关联的年轻技术人员加入填料

静密封工程师团队。设立填料静密封

基础件职业教育培训专业，为行业培

养人才。

7.减轻行业企业税负和融资成本。

调整填料静密封件进出口关税政策，涵

养税源，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发展。

机械密封目前难以满足主机的需

求，特别是我国陆上和海上油气开采

设备用的密封，核电站重要核级泵机

械密封、大型船舶用机械密封、管线

压缩机干气密封、乙烯“三机”干气

密封等一大批重大装备用的高参数密

封产品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关系国民经

济的命脉和国防安全。因此，我建议：

一是国内机械密封行业急需培育和扶

持几家有实力、“专精特”的骨干企

业。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国家帮助

他们建立企业研发中心，培养一批较

高水平的研发团队，来承担国家急需

的重大装备用高参数机械密封的研发，

围绕这些高技术产品开展基础理论、

技术和产品可靠性的研究，支撑国家

机械密封新技术的发展，为国家解决

重大装备用、高参数机械密封严重依

赖进口的问题。

二是对于企业研制的产品，应有

鼓动引导政策。凡属国内首台套，产

品已成功应用，得到用户认可，填补

了国内空白；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黄泽沛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同类产品水平；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显著，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的，

如果这时只靠企业去推广，将是很难

很难的，希望政府有关部门采用有效

措施协助企业向市场推广，在一些国

家投资的重大项目上，优先选用。另

外，政府有关部门应出台政策，对认

定为国家（或省）一级的首台套给予

奖励，这样使应用首台套的用户和研

制企业得到很大的鼓励，也起到很好

的示范作用。

三是在新产品研发上，真正做到

产、学、研、用有机的结合，让企业

在其中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由于企业

对市场的情况最了解，知道市场需要

什么，因此他们提出的研究方向能结

合实际，研发出来的产品能很快投入

使用，他们也最知道自己在研发上的

短板是什么，希望大专院校和科研单

位帮助做什么。但是，由于受企业现

状和一些思想的影响，企业与大专院

校和科研单位之间很难形成真正的合

作。因此，政府在科技和新产品研发

项目上，在产、学、研、用上，应以

企业为主体，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的共同努力下，这样才会使新产品很

快推向市场。

四是要提高新产品产业化能力，

为拉动内需提供保障。新产品的产业

化一方面需要市场的充分认可，用户

愿意使用这些新产品，另一方面企业

应具备成果转化的资金和人才。企业

需要有强有力的质量保证体系；需要

做好产品系列化、标准化的工作；需

要做好采购、工艺、制造设备和生产

制造的工作；需要做好检测、试验及

产品质量的验证工作；需要做好市场

推广和售后服务等一系列工作。因此，

要实现高参数机械密封的产业化企业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企业

的资金和人才培养压力非常大。需要

政府相关部门给予相关政策，对有权

威部门鉴定、市场潜力好的产品，通

过有针对性的专项资金资助、减免税

等形式，对企业进行更有力的支持，

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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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泰科一起庆祝50周年

威泰科庆祝自1964年以来的50年间为客户提供的优质

服务，也是披头四乐队征服北美，20世纪60年代摇摆革

命萌芽的一年——我们在竭力满足客户的液压需求的同

时，也在不断成长与学习。

我们的客户已经了解我们是如何根据ISO9001质量认证

标准进行所有部件的自主生产，并对我们丰富的专业表

示认同和放心。我们亦能理解客户的需求及特殊要求。

简单说明我们的工作：威泰科专门从事液压测量和控制

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产品用于帮助提高重型机械的工作

效率。我们协助全球客户，在工业、行走和农业机械领

域进行液压故障诊断，判断液压系统状态及实现可重复

性液压控制。

公司历史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是一家拥有紧密家庭价值观的家族

企业。总部位于英格兰伦敦市北部圣艾夫斯。我们在世

界各地的分公司招纳专业人才，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拥有

众多经销商来为我们全球的客户提供支持。我们也同样

重视全球各个地域的本土语言和文化。

1964年以来，我们的增长迅速。我们的创始人罗伊•卡斯

伯特（Roy•Cuthbert），原为美国公司Applied	 Power

的英国分支机构Tektro-Webster负责人。他看到了

这一行业的潜力，并在1970年5月完全收购了Tektro-

Webster。

通过收购小型机械工厂，罗伊 • 卡斯伯特（R o y	

Cuthbert）提升了Webster的制造能力并且减少了对昂

贵进口产品的依赖。此外，他专注于英国的本土设计，

生产和创新，拓展了公司的液压部件基础业务，同时生

产制造用于液压系统的仪器仪表。

1977年，一座专用于生产的工厂投入使用，底层从事液

压部件生产，顶层从事仪器生产。1978年，T.	 Webster

更名为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Webtec	 Products	 Ltd.）

以配合其欧洲扩展计划。1977～1980年期间，公司收购

Celebrating 50 years with Webtec
Webtec celebrates 50 years of great service to their 

customers since the days The Beatles conquered North 

America in 1964 and when the swinging sixties revolution 

was just beginning - and we’re still here continuously 

growing and learning while making major contributions to 

our customers’ hydraulic requirements.

Our customers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how we manufacture 

all parts in-house and operate to the ISO 9001 certification, 

secured with our extensive knowledge base. We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specific requirements. 

To explain what we do; we are specialist manufacturers 

of hydraulic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products, helping 

to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of heavy machinery. We 

help customers worldwide in the industrial, mobile, and 

agricultural sectors to diagnose hydraulic faults, verify 

hydraulic conditions and achieve repeatable hydraulic control.

Where we came from
Importantly, we are a family run business with close family 

values, operating from our base in St Ives, north of London, 

England. We employ professionals in offices across the 

world and with distributors worldwide, to support our 

global customers. We appreciate lo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each territory around the world.

Our growth since 1964 has been quite extraordinary. The 

father of our business, Roy Cuthbert, originally led Tektro-

Webster as the UK arm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 Applied 

Power. He saw the potential in the business and eventually 

purchased it outright, in May, 1970.

By purchasing small machine shops, Roy Cuthbert 

could increase th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rely 

less on expensive imports. He also moved the business 

from its hydraulic components base to complement with 

instrumentation hydraulic systems and to focus on British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

第一章	-	关于威泰科

1

* CHPSA 16pp layout.indd   2 19/09/2014   15:42



www.webtec.com液压测量与控制
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

了更多小型机械工厂，之后所有的子公司合并为一个企

业实体——威泰科工程公司（Webtec	Engineering）。

80年代和90年代，威泰科专注于进一步发展国际业务，

并在美国，法国和德国开设了分公司。至1998年，威泰

科将其英国制造业务整体搬迁到原总部对面的新厂址，

以巩固生产、发展和管理，从而实现提高客户服务的效

率及成效。

2005年，上海分公司成立，以拓展东亚市场；次年，罗

伊 •卡斯伯特（Roy •Cuthbert）退休。他的儿子们

（自2003年担任公司董事）史蒂芬•卡斯伯特（Stephen	

Cuthbert）担任董事长，马丁 •卡斯伯特（Martin	

Cuthbert）则担任总经理一职。

投资未来
我们已经在更新ERP系统、数控铣削和车削能力以及机

器人托盘搬运系统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重点关注新产

品研发和工艺改进，这使我们能够依然保持原有的业务

水平，并继续实现持续有力地增长。

2013年11月期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威

泰科（Webtec）”的更名，并且推出了我们的网

站：webtec.com。而在这年年初，我们沉痛哀悼了罗

伊•卡斯伯特（Roy	Cuthbert）的辞世。

在以“Webster”为名开展业务的50年后，我们在新品

牌“威泰科”之名下，以周年庆为起点继续展望未来，

延续我们对客户及员工的使命，增值服务。每一年我们

都以一份客观的公司年利润分成奖励每位员工。

我们热衷于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以求最大限度的回

馈客户的投入，并通过技术创新、使用和了解客户本土

语言和文化及相关事务，以更好地协助客户解决他们在

液压方面的需求。

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是：始终可靠，坚持创新，永

葆活力。

A purpose-built factory was opened in 1977 with hydraulic 

components on one floor and instrumentation above. By 

1978, T. Webster changed name to Webtec Products Ltd 

to match an expansion plan throughout Europe. After 

purchasing more small machine shops between 1977 and 

1980, all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ies were amalgamated 

into one business known as Webtec Engineering.

The 80s and 90s saw Webtec focus on further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Germany. 

By 1998, Webtec moved all of its UK manufacturing 

operations to a new site opposite their old head office to 

consolidate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for better customer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 results.

After opening the Shanghai office in 2005 to develop the East 

Asian market, Roy Cuthbert retired the following year. His sons 

(board directors since 2003,) Stephen Cuthbert, became Chairman 

and Martin Cuthbert took the role of Managing Director.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We have invested heavily in updated ERP systems, CNC milling 

and turning capacity and robotic pallet handling systems, 

focusing heavily on new products and process improvements, 

so we could continue to grow strongly after maintaining our 

business levels through the world recession. 

During November, 2013 we completed our world branding 

as Webtec and launched our website as webtec.com. This 

came, after mourning the death and loss of Roy Cuthbert, 

earlier in the year. 

After 50 years of using the name ‘Webster’, in our business, 

we continue to look forward from our anniversary, under our 

new branding of Webtec, so that our mission for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can continue to add value in everything we 

do, as we reward all employees with a substantial share of 

the company’s annual profits.

We are passionate about everything we are involved 

with, looking to maximise the return on our customers’ 

investments, through technical innovation, speaking their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connected to help 

our customers in their hydraulics requirements. 

We live and work by our motto of always being reliable, 

innovative and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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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全新节能型液压阀的开发

在过去的50年里，威泰科生产的专业流量和方向控制阀

系列产品，已被广泛地运用在工程机械，采矿，农业及

海洋行业中，并以其优良的品质和可靠的性能而为人所

熟知，威泰科对产品进行不断地改良，并和客户紧密合

作，	生产出独一无二的客制化产品。

压力补偿型流量控制阀

威泰科流量控制阀系列包括800多种型号，该系列的最新

成员是VFD190，这是一款三通压力补偿型分流阀。与

目前威泰科2FV系列相比，通过增加至一英寸的端口尺

寸，VFD190的最大压力工作范围和进口流量值都增加

了66%，但是其高度优化的机械设计大幅度地降低了压

降，	意味着产生的热能减半，从而大大降低燃料消耗。

针对诸如液压锤、粉碎机、筛分机、吊挂机和传送带等

机械运转速度控制的应用，这款三通阀几乎不受负载快

速变化的影响，其压力自动补偿设计能实现优先流量和

旁通流量同时驱动两个独立的回路。VFD190带有单向旋

转按钮，即使在压力满负载，至420bar（6000psi），进

口流量达最大值190L/min(50gpm)的时候，都可以进行

平稳流量控制。此阀有五种不同的尺寸可供挑选，并可

选择BSPP或者是SAE端口螺纹。

精密的方向控制阀

最近，威泰科的铸铁分流阀和铝制高压手动方向阀控制

系列添加了一名新成员——全新280系列不锈钢零泄漏

方向控制阀。此精密的液压阀设计用于腐蚀性的液压油

环境，比如盐雾和海水环境。每个阀出厂前都会被独立

测试并带上追踪序列号，以保证其每次使用都能表现优

异，同时全面可追踪校准证书可在海风等危险环境下使

用于液压油和气体。280系列是在腐蚀性环境下用于控制

压力至690bar，内部泄漏要求接近零的液压执行元件应

用的理想解决方案。

更多产品资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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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经济实惠的流量状态监控解决方案

25年前（1985），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巴西Izda工

业工程公司总裁Omar	Cardoso驻足在威泰科产品公司展

台前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带走的不仅仅是一套卓越

的数字监控设备，这还将成为一段持久的业务关系的开

始，在这段关系中，他将他的威泰科同事们视为私交。

把Cardoso先生引领到威泰科展台前的难题是：监控由

Izda设计和供应给诸如炼钢厂和发电厂等大型工业设施

的通过动力单元供给的液压流体系统，用于冷却并润滑

大型液压马达及大功率发电机中的轴承。

如果流经轴承的液流降至最佳范围以下，这些轴承将有过

热并烧毁的危险，可能还会使机轴受损，一个定制的新轴

承会造成长时间停机，最长可达6个月之久。让客户最头

疼的不仅仅是更换烧毁轴承的花费本身（估计相当于200

多个流量计的费用），而是如此长时间不能运作的机器给

他们带来的金钱上的损失及其对他们生产力的制约。

威泰科最初提供的方案是一个包含可根据项目需要使用

的带开关的流量计。这种特制的产品后来被发展成为

Izda如今供应给客户的FlowHUB型产品。FlowHUB不

仅可以监控流经大型电机和发电机轴承的润滑剂流量，

第一个警报器可以在流量降至规定范围以下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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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警报器可以在造成任何损坏之前自动停止机器运

行，从而消除人为操作错误的隐患。除此之外，数显表

让监控变得更为简单明了，它能同时显示润滑油流量和

温度，而且，如需要的话，还有一个将流量信号发送至

PLC的模拟输出选项。

至今，Izda的客户已满意地使用威泰科的流量计超过25

年，在花费十周完成了这个项目之后，Cardoso先生反

馈，通过安装这些流量计，他们完全排除了轴承烧毁的

问题。至今，该公司每年都会订购四到五批FlowHUB型

产品，并且对设备的质量和精确性以及威泰科的一流售

后服务感到非常满意。然而，技术在快速发展，市场需

要更加精确的监控和诊断设备，

并且Izda总裁并不希望与威泰科的工作关系在不久的将

来结束。因此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为回应其全球客户网

的需求，继续不断地研发一系列设备，Cardoso先生也

满怀期望地与公司一同学习和成长。

对于Cardoso先生来说，他与威泰科团队一起工作的

经历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实际的业务解决方案。他评价

道：“你们不仅友好，而且工作效率高。你们是和人一

起工作，而不是机器。”

更多产品资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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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便携式诊断测试仪器的强大功能

随着液压系统变得更加复杂，维护工程师所面临的任务

也更加艰巨——但是威泰科便携式测试设备能够证明其

作为应急装备的卓越价值。

通常，非公路用机器的故障是由液压故障引起的——

超过80%的液压故障与过多的污染造成的部件磨损有

关，此外，还存在泵气蚀、过压和部件损坏等问题。然

而，即便了解了这些信息，仍然无法通过一些明显的症

状——如某一液压设备的动力损失来——找到确切的原

因（比如，滑阀阻塞），以便快速解决问题。这时，拥

有正确的测试设备就能节省数小时徒劳的故障查找。威

泰科系列产品包括专门设计的便携式液压测试仪，维护

工程师只需使用一个坚固紧凑的设备测量流量、压力和

温度，就能独立测试系统中所有的液压部件。	

液压故障的代价	

泵是液压系统的心脏，通常也是更换费用最高和维修最

耗时的部件。据一项近期调查中国多家液压泵维修中心

的报告显示，使用原装配件更换可变流量135cc	(8.2in3)

柱塞泵的费用很容易就超过3万人民币。而且，这只是

泵的费用，并不包括庞大的生产损失或额外费用，如：

当天运输（因为情况总是很紧迫）、现场安装、更换油

和过滤器等，一台大型液压挖掘机通常可能安装有两台

135cc可变流量柱塞和一台小型齿轮泵。

测试不仅用于出现故障时

在机械维护期间使用测试液压系统只是威泰科测试设备

的用途之一。准确测试液压系统的运转情况同样适用于

设计阶段、生产期间、批量质量评估检查、PDI（出厂

前检查）和售后服务中，且作为预防性维护计划的一部

分。因此，威泰科系列产品涵盖了多种流量、压力和温

度测试设备，包括非常简单的高压流量指示器（FI750系

列）到整套液压数据记录系统（HPM系列）。威泰科专

注于高压液压系统的流量、压力和温度测量，产品即可

固定安装在测试台上（CT系列），也可在实地便携使用

（便携式测试仪系列）。最新推出的DHM403是一款便

携式数字液压万用表，用于液压系统的实地测试，特别

是用于行走工程机械上。	

DHM403：数字液压万用表	

这款数字液压万用表（DHM）的设计浓缩了我们制造多

功能测试工具30多年的经验，它将精确的流量、压力、

峰值压力和温度测量结合于一体，只需一键即可测量泵

效率。这款液压万用表为行走机械市场研发，用户能够

同时精确测量五种参数，并在同一屏幕上进行数字显示。

这款设计改良自之前能同时数字显示流量和温度，压力

则是通过甘油填充的波登管式压力表显示的产品。压力

表是测量压力的理想工具，但却无法快速测量峰值或精

确显示高压时的细微变化。针对客户对更加准确地测量

压力的需求，DHM403内置了一个压力传感器。

一个测试仪执行多个任务

过去，维护工程师不得不使用许多不同的流量计来满足

额定400	lpm的应用需求。有了威泰科流量计，情况已不

再如此，因为一个流量计能够胜任许多任务。若精度以

固定误差显示，例如，满刻度	+/-	1%（FS），这意味着

对于额定400L/min(约100	 gal/min)的流量计，误差可

为	+/-	 4	 L/min	 (1	 gal/min)。在测量高流量时，这通

常不是问题，但在60	L/min	(15gal/min)且误差为	+/-4	

L/min	 (1	 gal/min)的情况下，7%的误差会使测试无

效。为此，所有威泰科涡轮机流量计都被设计为在双流

量方向上和极宽的流量范围内提供最大精度。这一点已

经通过使用机载微处理器实现，即对涡轮机的非线性可

重复特性进行线性化，使得能够准确测量很小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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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DHM403毫无例外，并且提供指示读数（IR）精度

优于1%，这意味着在60	 L/min	 (15	 gal/min)情况下，

最大误差将优于	+/-	 0.6	 L/min	 (0.15	gal/min)，这比

满刻度为1%时的精度好7倍。

液压加载阀和威泰科Interpass™安全系统

所有威泰科测试仪都安装有一个压力平衡加载阀，它能

够将流量渐进地限制在流量计的下游（使用在优选方向

时），使得客户能够轻松地手动加载液压系统并且立刻

测量对流量、压力和温度的影响。

进行测试时，可以将万用表以多种不同方式安装在回路

中，其中最普遍的是“T型”（并联）测试和在线测试。

若在安装安全阀之前先安装DHM，则在手动加载系统之

前一定要注意，确保不超过系统最大压力。在使用加载

阀时流量的意外增加会导致压力突然激增，这种情况如

果不经检验，可能使软管爆裂或严重损坏泵。	

为此，所有威泰科便携式测试仪都在加载阀内置一个安

全系统，称为Interpass™（“内部溢流”）。系统使用

两个爆破盘；即：以认证厚度制造的直径16mm(0.6英

寸)，且可承受重复破断力的金属盘。这些盘在超出额定

压力20	 bar的情况下会破裂——通常为434	 bar	 (6300	

psi)。当破裂发生时，油从加载阀中部自由通过，且不

受阀设置的影响，不会造成损害。这种设计是双向的，

不影响流量计，且仅在更换爆破盘时才禁用加载阀。

压力-流量（P-Q）测试

一旦发现故障，则要通过定期测试避免故障再次发生，

包括测量泄漏率，并在故障部件完全损坏之前将其更

换。

对液压泵健康程度的一项重要测试是测试其容积效率，

以及在压力朝最高额定压力升高时其输送流量的能力。

压力-流量（P-Q）测试是测量液压泵磨损和内部泄漏的

基准方法，已包含在DHM403标准测试中。

该数据液压万用表有三个显示屏——一个数字显示屏、

一个数字及模拟结合显示屏和一个专门用于P-Q测试的

显示屏。P-Q测试可以让操作者快速确定泵是否在全压

力范围内满流量运行，以及容积效率的实际百分比是多

少。该P-Q测试的操作如上所示。

容积效率是泵内部磨损和泄漏的直接测量参考参数，因

此，可以将测量所得数字与生产商提供的出厂参数进行

对比，或与该泵上一次测试的参数比较，以掌握其任何

恶化情况。

（马丁·卡斯波特是威泰科的总经理）

更多产品资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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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液压技术的发展和液压元件可靠性的不断改进，摊

铺机的传动系统已经愈来愈多地采用液压传动技术。在

70年代仅仅有一些大吨位的振动摊铺机上采用了全液压

传动，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中小型振动摊铺机以

及静碾摊铺机也都采用了全液压传动技术。

液压元件的系列化和专业化生产，为摊铺机的系列开发

与保障技术性能的实现很有利。对此，本文简单概要地

介绍了铺摊机的液压系统机构，测试的必要性，应该

用的仪器以及参数，测试结果处理，对设备测试的意

义。

图一，WEBTEC用于闭式液压系统

一、摊铺机上典型的液压传动方案

1.摊铺机液压系统的简介（见图二）

摊铺机的液压传动有四个主要功能系统，即是：行走液

压驱动、输料液压驱动、分料液压驱动，振捣液压驱

动，振动液压驱动，以及液压转向和液压制动系统。

典型方案：变量柱塞泵+变量柱塞马达闭式回路方案（见

图一）

摊铺机的液压传动方案是分功能独立系统，低压管路统

一协调，意思是，高压系统是按照功能相对独立工作，

例如：液压行走系统，是由行走泵驱动行走马达的独立

系统，高压管路并没有供给其他系统使用，同时，行走

液压系统的补油或者回油，可能会与其他的系统同用，

但是，这种方案并不会影响各个功能系统的独立性，因

此，我们在测试液压系统的时候，测量高压参数可以分

别按照各个独立系统进行测试。

2.摊铺机液压传动特点

（1）液压系统应该力求简单可靠，因为系统越复杂，产

生故障的机会越多，系统本身消耗的功率也越大。

（2）要防止液压回路之间的相互干扰，摊铺机的三个主

要工作系统都要相互独立，其他系统（如制动系统）联

入主回路时候要有适当措施。

（3）要保持液压系统的高效率，防止过热现象。因为

效率低的液压系统不仅浪费动力，而且无效的功率将会

使得系统发热，导致油温升高。油温一般限定在70℃以

下，最高也不要超过85℃。过高的油温会使系统的容积

效率下降，油液变质，橡胶密封和胶管过早的老化，造

成系统漏油和部件损坏。

第五章	-	便携式液压测试仪在摊铺机上的应用	（石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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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流量：1~1500L/min，

精度：±1%（在刻度15～100%）

最高压力：420～480bar，精度：±0.5%

CT系列为流量计，有电子数据采集功能，可以接驳计算

机进行记录，并对液压系统进行在线监控。

三、摊铺机液压系统测试方案

在对摊铺机的液压系统进行检测的时候，我们需要测试

液压系统完整的性能和每个动力元件的性能，就需要对

系统和元件的流量和压力同时作出检测，才能计算系统

和元件的容积效率，判定系统和元件的性能。

图二，CT流量仪在铺摊机上测试使用

1.在线测试：可以使用WEBTEC的CT系列产品，接入摊

铺机的每个液压驱动系统，在设备的工作过程中，设备

的负载增加的时候，测试并记录液压系统工作曲线，通

过分析，解决系统故障诊断问题。

优点：可以现场测试摊铺机的液压系统运行状况，并能

现场做出分析，并自动储存在数据采集器，可以导入计

算机，可做长期的储存，并能进行曲线性能分析。

优点：与摊铺机的液压系统同步监测，可以记录液压系

统数据，并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2.在线加载测试，现场记录分析

测试仪接到液压元件的下游，可以测试液压元件的性

能；例如，如果DHT测试仪接到柱塞泵（闭式）出

油口A（A或B），启动发动机，将发动机转速稳定在

1500rpm，读出流量计的读数，记录下来；逐渐旋紧“

加载手柄”，观察压力表的读数，每50bar记录一次压

力、流量、温度；从而可以判定液压泵的当下的性能优

劣。得到的数据为此液压泵的容积效率。

	

图三，电脑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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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DHT	1系列测试仪

图五，DHT测试仪在摊铺机上接入方式之二

见图五，DHT测试仪接入摊铺机行走系统，行走泵的一

个出口处A，如果A口为高压腔。

启动发动机，将发动机转速稳定在1500rpm，读出流

量计的读数，记录下来；逐渐旋紧“加载手DHT”。1

系列为便携式液压系统测试仪可以测试温度、流量和压

力，并且可以加载。

DHT302-B-6，流量8～300L/min，压力0～420bar，

温度0～120℃，压力表的读数，每50bar记录一次压

力、流量、温度。

	

3.在线加载测试，数据采集分析

CTR系列流量计，诊断摊铺机液压系统，可以使用

CT300R就可以，可测量流量8～300L/min，压力0

～420bar，温度0～120℃。

图六，DHT测试仪在摊铺机上接入方式之二

图七,在线加载测试

石景林：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维修及再制造分会常务

理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机械学会路面及压实

机械分会理事。	致力于全液压制动元件和系统技术，液

压柱塞泵制造和维修技术。

更多产品资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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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的五个基本要素

液压故障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个坏消息。停机时，不仅要支

付昂贵的费用，而且取得替换部件也是件大费周章并花销

不菲的事情。因此在故障发生之前进行预防性故障诊断就

显得特别重要。那么在液压系统出现故障时，您会怎么处

理？	怎么可以进行快速的故障诊断呢？	

接下来的内容摘录自一部在线培训影片。此影片由英国国

家流体动力培训中心（NFPC）的负责人John	R	Savage主

讲，可于威泰科视频网页观看，名为：您进行液压故障诊

断并且希望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时所需要知道的“5

个基本要素”。

很多液压系统在开始运行前就注定会出现故障。在系统可

靠性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直接导致故障问题，如不正确

的安装和试车步骤，错误的保养，使用规格错误的油，峰

值压力，误操作或者错误调整，机械磨损、气穴、气泡、

泄漏及各种系统污染等。

在进行液压故障诊断时，有五个基本要素我们必须要了

解，	分别为：

1.	了解并掌握所有液压系统的基本原理。

2.	能够熟练地解读国家标准ISO	1219-2006	里标示的液压

符号及由其组成的线路图。

3.	掌握个别系统里面液压元件的功能，操作及控制方式以

及了解这些元件是如何作用和影响系统表现的。

4.	了解液压系统污染控制及需要建立和维持”目标清洁度

等级”的重要性。

5.	了解全过程执行安全性操作的重要性并能够认识到液压

系统存在的危险。

We all know that a hydraulic failure is bad news. Downtime is 

often very expensive and getting replacement parts in a hurry 

is stressful and never cheap. While preventing a fault from 

occurring in the first place would be the best solution, what do 

you do if a hydraulic fault occurs and how can you diagnose 

the fault quickly?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taken from an online training 

video that was sponsored by Webtec and presented by Mr 

John Savag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Fluid Power Training 

Centre (NFPC) in the UK. The video is available on Webtec’s 

webpage, and outlines the “5 basic requirements” that you 

need to know if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diagnosing a hydraulic 

fault and you want to get the job done well and done quickly.

“Many hydraulic systems are destined to fail even before 

they are run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an be linked to system failure, for instance, poor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procedures, poor maintenance, wrong oil 

specification, pressure peaks, mis-use and faulty adjustments, 

mechanical wear and tear, cavitation, aeration, leakage and 

system contamination etc.

There are “5” basic requirement we should know prior to 

trouble shooting: 

1.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underpin the operation of all hydraulic systems.

2. Be proficient at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circuit diagrams 

drawn using hydraulic symbols to the specification 

ISO1219-2006.

3. Know the function, operation and methods of control 

for the component parts used within a particular system 

performance.

4.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ontamin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need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arget cleanliness 

levels”

5. Know the importance of applying safe working practices at 

all times and know the changers within hydraulic systems.

第六章	-	液压故障预防与诊断的基本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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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机械为本的角度出发，有以下八点基本须知以确保有

效的故障分析诊断：

1.	能够解读真实的液压回路系统；

2.	理解机械的主控和副控系统以及操控机械（逻辑操控）；

3.	了解深入到辅助系统层面的液压元件的功能，操作和控制；

4.	了解机械部件及测试点的位置及可取性；

5.	了解对任一部件设置进行任何调整后对机械性能表现会

造成的影响；

6.	了解机械的”标准”；

7.	 知道如何进行诊断并能够解读诊断结果；

8.	 了解如何遵循相关步骤进行有效的故障分析及预防。

分析及预防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归纳从	“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1.	 定性	-		归类问题类型（	单一或者群组性问题）；

2.	 位置	-	可否直接观察到问题发生的位置，或者是在特殊

的部件里；

3.	 时间	-	什么时候出现问题及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出现问题

（	是否曾经出现类似的问题？）；

4.	 影响范围	-	对操作范围以外的影响（单一性或是分层机

构性的），哪些部件有问题或者是哪些部件没有问题。

我们总结了液压系统需要被检测的五个关键阶段。每一个

阶段的检测，都可以为设定机械/元件应有的运行表现参

考准则提供帮助/阻碍，使得系统在出现问题时进行故障

查找更容易/困难。没有这些前提资讯和参考准则，在进

行系统测试及故障查找时，您会陷于模棱两可的境地：系

统现在是出现了什么情况？正常工作状态下应该是什么情

况？针对于此，我们总结了下图在这五个阶段中可使用的

不同类型的检测器的投资成本。

长远来讲，如果我们只停留于解决问题和让设备恢复到可

操作的作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致力于预防问题再

次发生	-	预防胜于治疗！	

对于大多数来说，购买测试设备仅仅是因为出现了不预期

停机的紧急情况及造成的经济损失。理论上，前期的少量

时间和金钱的投资就能够避免大部分的故障情况的发生。

At a machine based level, there are an “8” VITAL BUILDING 

Blocks required to ensure effective fault diagnosis, which are:

1. Be able to read and interpret the actual machine circuitry

2. Know the machine operations, associated control and 

machine management system (logic Control)

3. Know the function, oper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mponent 

parts relating to each machine operation at a sub-system 

level.

4. Know the loc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machine parts 

and test points.

5. Know the effects upon machine performance if any 

adjustments are made to any component settings.

6. Know the machine “NORM”

7. Know how to apply diagnostics and interpret results

8. Know the procedures to follow to carryout effective fault 

diagnosis and prevention.

All problems can be described using “Four Dimensions”

1. Identity – classify type or kind of problem ( single or group)

2. Location - can the problem be seen or located within a 

particular section?

3. Timing – when it occurred and when did it last occur (is 

there a history of similar problems?)

4. Extent – its effect upon the operation (single or multiple 

services) which part is in trouble or which parts are not in 

tr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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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long run, it will not be enough to just fix it and get 

the equipment back in operation. We must work to prevent 

a re-occurrence –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Too many people only buy equipment because it’s an 

emergency caused by unscheduled downtime and the cost 

to the business is massive. Ideally a small amount of time & 

cost invested earlier could prevent most failures from ever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are typically 5 key stages when a manufacturer can 

test the hydraulic system. Each stage helps the next as if 

you have a ‘benchmark’ of how the machine/component is 

meant to perform, it makes fault-finding much easier if the 

system does go wrong. Without this information, even if 

you have the right test equipment and are called to fault-

find a system you will only know half the story: what it is 

doing now, not what it should be doing if working correctly.

Therefore, we have summarised the above graphic, showing 

using different groups of diagnostic equipment in the 5 ke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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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leres-Lucas是一家市值一千万美金的公司，在智利有

四家分公司。不仅是享誉盛名的为全球客户提供”一站

式”液压解决方案的公司，而且也是业内著名的一流供

应商之一。该公司拥有世界一流的测试液压泵和电机的

设备，并把为客户提供快速、精准和专业的服务作为公

司最重要的宗旨，使之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Talleres-Lucas所使用的测试台都是由该公司自行研发

和制造的。之前他们使用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式生产的

MC100便携式数据记录仪，用于测试他们自行组装和维

修的泵和马达。然而，随着该测试台的不断改良和技术

的进步，该公司需要一种成本和时间结合性价比更高的

产品，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重复性工作。方案要求必

须耐用、可靠、精准、易于使用，并且输出信息必须让

客户一目了然。

尽管该公司使用威泰科的产品已经有15个年头，但在决

定升级测试设备的时候，Talleres-Lucas	 做了任何好

的企业都会做的事情——进行市场调研。然而，在调查

之后，他们没有找到市场上任何可用的且专为液压企业

而设计的解决方案，这使他们直接重新选择了威泰科。

另一方面，C2000液压数据采集系统满足了该公司的所

有要求，并且由于之前一直与威泰科合作，Talleres-

Lucas	知道威泰科一定会不负所望。

作为Talleres-Lucas众多自产测试台的新成员，C2000

本身易于定购和设置。该系统的操作演示基于Windows

系统，可预约客户在任何适当的时间通过互联网进行演

示。系统已在到货前根据客户的特殊测试参数要求进行

调试。收到该系统后，客户只需自行连接电缆并安装威

泰科推荐使用的传感器即可。

C2000在大家所熟悉的Windows系统环境里运行，因

此学习如何操作使用该系统也是极其简单快速。仅需点

击几下并输入基本的客户信息，Talleres-Lucas的技术

人员们就能进行测试，并可提供给客户一份含实际测试

数值和曲线图表的报告，所有都可通过一个按键自动

生成。将该系统联网不仅意味着可以集中储存所有测

试结果，并且可以在无需妨碍服务团队工作的情况下

使用它们。对于Talleres-Lucas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

说，C2000是威泰科产品品质的证明。它耐用、可靠而

且使用简便，更重要的是，它帮助该公司实现最高质量

的标准服务，	以更快更高效地表现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第七章	-	用于液压泵维修的试验台仪器

更多产品资讯，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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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指导

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上海
电话:	0086-21-61498441

邮箱:	sales-cn@webtec.com

www.webtec.com

庆祝50周年及展望未来
2014年对于威泰科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这是

公司成立的50周年。

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金色”里程碑，威泰科推出了整体

被包裹为金色的便携式液压测试仪的特别版本，取代了传

统的蓝色。这款便携式液压测试仪于1971年推出，设计被

沿用至今，常被全球服务技工及液压工程师列为“必选仪

器”，被使用于行走及工业系统的泵测试和液压系统故障

查找，以便快速分析故障及预防停机造成的昂贵费用。我

们将会在今年上海举行的PTC	 ASIA及宝马（Bauma）展

会上展示这台金色测试仪。	

我们诚挚地欢迎您莅临参观我们的展位以获得更多相关产

品资讯。

我们坚持不懈地对工厂设备及高新科技进行投资，以努力

满足客户的要求。威泰科香港分公司“威泰科（香港）”

将于2014年11月1日正式运行，目标是为位于中国和东亚

地区（CEA）的客户提供更完善的现场及售后服务。我们

将会全力以赴地在东亚地区使用和欧洲及北美相同标准的

质量控管系统，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Celebrating our 50th anniversary 
and looking ahead 
2014 is a very special year for Webtec as it is 50 years 

sinc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To mark this ‘Golden’ landmark, Webtec have produced 

a special edition portable hydraulic tester, wrapped in 

gold rather than Webtec’s traditional blue. The portable 

hydraulic tester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the company 

in 1971 and the design has evolved considerably over 

the years and is now often the ‘tool of choice’ amongst 

service technicians and hydraulic engineers world-wide 

for pump testing and hydraulic fault-finding of mobile 

and industrial systems to quickly isolate faults and 

prevent costly downtime. 

We are exhibiting the golden tester during PTC Asia and 

Bauma China, we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at our booth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We endeavour to continuously invest in our facilitie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 improving our service 

and products to meet our customers’ satisfaction. A 

subsidiary company of Webtec, named ‘Webtec (Hong 

Kong) Ltd.’ is opening on 1st November 2014 to provide 

better on-sit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in 

China and East Asia (CEA). We are committed to apply 

the same quality control system as we hav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CEA and continuously supply 

high quality product globally. 

第八章	-	威泰科五十周年与未来展望

威泰科产品有限公司

欢迎莅临参观指导我们在PTC的展位：
E3馆，	B6-6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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