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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二十届的光荣与梦想

                                                         本刊编辑部（78）

居高而不自恃  行远而不忘初

——PTC ASIA 展二十届的追忆和启迪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沙宝森（89）

学习与分享（之十五）

——北京理工大学车辆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特种车辆研究所液力传动团队        

                                                         本刊编辑部（90）

北京理工大学车辆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特种车辆研究所液

力传动团队主要开展车用液力元件技术相关的探索性、创新性

和重大关键技术应用基础研究。

PTC 展会是 1991 年由国家科技部批准的。一路走来，从第一

届在北京，由 117 家展商，不足 5000m2 面积起步，于 1999 年迁

移上海，由两年一届变为一年一届，历经 25 年的培育发展，到

2015 年已成功举办了二十届。

企

业

之

声

导

读

二十届后，PTC ASIA 2016 将重装启程，开启新的运营模式，

展会的目标和任务将从规模和形象转向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内涵的

提升以及创新，智能理念的融合和推广，将为展会的长久发展不断

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创新、合作共

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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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二十届的光荣与梦想
——记第二十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2015 年 10 月 26 日晚，第二十

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览会（PTC ASIA 2015）开幕晚宴

在上海卓美亚喜马拉雅酒店隆重举

行。展会主办方领导、特约嘉宾及

近400位国内外展商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 PTC ASIA 历经 25 年、创

办二十届的光荣与梦想。

PTC ASIA 自 1991 年首次举办

以来发展迅猛，已成为亚太和中国

的经济风向标、工业发展晴雨表。

展会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合作共赢

及诚信服务的先进理念，立足中国

市场，为高端产品、技术提供专业

展示平台。展会的展出面积、展品

范围不断扩大，专业观众成倍增加，

极大地推动了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的国际交流及贸易市场的发展。在

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采购全球化趋

势扩大的时代背景下，PTC ASIA 充

分了解市场对基础零部件创新的需

求，不仅为众多国际品牌进入中国

及亚洲市场提供了机遇，更为中国

客户带来了全球采购的绝佳平台。

纵观二十届 PTC ASIA 展会的

成果，其光荣成就值得所有主办者

和参与者自豪：

1. 提高了中国动力传动产业

的国际地位。展会期间召开国际、

海峡两岸流体动力联谊会，及经贸

合作洽谈会等，为动力传动产业同

行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加深了各国

同业之间的了解，促进了合资合作

本刊编辑部

共同发展。

2. 引起国家及用户对基础件

工业的重视。展会举办至今得到政

府各部门的支持，机械基础件被纳

入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发展序列，获

得政府、社会等各方投资，加速了

流体动力产业的发展。

3. 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为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展会期间都邀

请国际知名专家作专业技术报告，

还特别邀请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

加，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每届展

会都有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技术和新

产品展示，为行业同仁了解世界动

力传动技术的发展动向提供了学习

机会。

4. 促进了进出口贸易和国际

合作。展会全面展示了我国动力传

动产业的形象，吸引了大量境内外

观众，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参观团

给广大国内展商带来了大量的海外

订单，在为国外展商提供了进入中

国市场、了解中国市场的机遇的同

时，也为国内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创

造了机会。

5.会展水平已接近国际水平。

展会不论从规模、展台设计水平，

还是展品技术水平等，都已与国际

水平接近。

透过二十届 PTC ASIA 展会，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流体动力技术的

发展过程，同时也能看到产品的主

要发展方向：绿色、智能、融合、

发展。

◆液压产品：总线型电液控制

元件、污染度控制装置、多学科液

压元件与系统软件、节能型元件与

系统单元、非金属材料液压元件、

无泄漏元件与系统、元件绿色制造

工艺与装备、陶瓷与复合材料涂层

等产品及控制技术。

◆液力产品：高功率密度变矩

器、液力耦合器调速装置、大功率

液力减速器、双腔液力减速器、机

械液力联合制动器、风电机组液力

元件、多功能多叶轮液力元件等产

品及控制技术。

◆气动产品：滑动平台和手抓

等模块化非常规气缸、功能复合型

气缸、电动执行器、具有总线的阀

岛、复合、小型、高效化的气源处

理元件、真空系列产品、高可靠性

和紧凑型电磁阀、各种类型电 / 气

比例阀、定位器及转换器等产品及

控制技术。

◆橡塑密封产品：AGC 油缸密

封、水力装备密封、风电关键密封、

盾构机主轴密封、发动机油封、变

速器油封、核电密封、智能密封系

统等产品及控制技术。

二十届光辉历程，二十届友好

合作，二十届风雨同行，二十届蓬

勃发展……。PTC ASIA 一直饱含着

激情，与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同仁携

手共进，创造梦想、追逐梦想、实

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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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联动  一站平台

国际工业盛会——第二十届亚

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PTC ASIA 2015），于 10 月 2015

年 27 ～ 30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盛大举办，与同期举办的五大展

会：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

展览会、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

览会、亚洲国际冷链设备及技术展

览会、中国国际重型机械装备展览

会和上海国际工业零部件及分承包

展览会，覆盖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 17 个展馆，聚焦动力传动、压

缩空气与真空、内部物流及供应链、

重型机械、工业分包及轻质结构等

行业，打造一站式大工业平台。

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和汉诺威米兰

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

PTC ASIA 2015，作为动力传动行业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际性专业

品牌盛会，无论在参与广度、展出

规模，还是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骄

人的业绩。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海

内外的 1573 家展商，覆盖展出面积

达 96 000m2，占据 7 个展馆，观众

人数高达 70 239，再一次印证了社

会各界对 PTC ASIA 的高度认可。

PTC ASIA 2015 集结了德国、

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的展团，以及流体动力领域的

贺德克、哈威、汉萨福来克斯、东

京计器、开天、雅歌辉托斯、穆格、

西德福、阿托斯、黎明、华德、泰

丰、力源、圣邦、江苏恒立、太重

榆液、中川、科达、油威力；康茂胜、

安沃驰、恒拓高、金器、卢斯、纽

迈司、气立可、尼尔森、史陶比尔、

妙德、亿日、佳尔灵、亿太诺、阿

尔贝斯；德氏封、KASTAS、赫莱特、

司达行、广研院、明宇、西普力等

众多知名品牌；展示了“智能制造”

发展新趋势，诠释了为实现“中国

制造 2025”及工业 4.0 目标的流体

动力传动与控制的新技术新产品。

高新展区  引爆全场

展会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同

期举办了多项精彩活动。由主办方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汉

诺威米兰（上海）有限公司再次精

心打造的“高新技术展区”占地

300m2，引爆全场。该展区由“高校

成果展区”、“技术交流报告区”、

“学习读书区”三个功能区组成，

展区内人潮涌动，高潮迭起。

“高校成果展区”与往年不同，

今年组织邀请了更多高校进行实物

产品展出，得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海

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

学等 11 所动力传动领域知名院校

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参加、精心

准备，展示了仿鸟扑翼飞行器、七

功能主从式液压机械手、海上救助

气动抛绳装备、气动多自由采摘机

器人、系列化液力变矩器等 14 项

最新科研成果，为展会提升了技术

内涵、增添了展会学习实践的良好

氛围。

“学习读书区”展出了行业

专家教授近几年出版的 20 余本技

术专著，吸引不少观众驻足阅读，

展现出业内同仁对知识的追求和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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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ISA 2015 高新技术展区现场技术报告

2015 年欧洲流体动力市场概述

2015 中国流体动力市场概述

开式泵控锻造油压机技术

液压生产的工业 4.0

液压元件与系统测试技术内涵、发展趋势 

水液压技术在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重大工程

中的应用

比例技术必备的品质与要求

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节能密封解决方案

2D 液压技术

国外液压研发动态 2015 

绿色制造：节能环保的新型气动元件与应用

气动系统中减摩技术的研究及应用

基于互联网的超声波式气密性检测技术

绿色技术：超低功耗电磁铁的创新研究

连铸球墨铸铁为液压件而生

比例技术在欧洲市场的应用

液压工业的自动控制和智能化

中国液压如何进入互联网 +时代

液压关键零部件的表面处理

新型“无梁式液压抽油机”的研发及产业化

液压测试技术新进展

                          演讲题目                                   报告人

10 月 27 日

金斯利 /专家（德国 •VDMA 流体动力分会主席）

沙宝森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

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孔祥东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燕山大学）

杨政 /专家（德国 •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王向周 /专家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

徐兵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浙江大学）

克里斯蒂安 •米库 /专家（德国 •施拉姆电磁铁有限及

两合公司）

Ozan Devlen / 专家 ( 土耳其 •Kastas 密封技术公司 ) 

阮健 /专家（浙江工业大学）

张海平 /德籍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

委员会特别顾问）

赵彤 /专家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SMC( 中国 )有限公司）

包钢 /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涛 /专家（北京理工大学）

陶国良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委员、浙江大学）

Bob O’Rourke/专家（美国•杜拉芭机械(常州)有限公司）

严斯•普里茨/专家（德国•施拉姆电磁铁有限及两合公司）

孙继超 /专家（派芬自控（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王长江 / 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

杨国来 /专家（兰州理工大学 )

袁锐波 /专家（昆明理工大学 )

张海平 /德籍专家（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

委员会特别顾问）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

副主任王长江正在主持报告会

技术报告会场座无虚席

高校新产品展示吸引众多观众

参展高校老师们与协会领导、专家合影



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5 年第 12 期 81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人气最旺的当属“技术交流报

告区”，得到 VDMA 同业组织的积

极响应和参与。主办方力邀国内外

知名专家、教授亲临现场，进行了

21 场精彩的技术报告，讲解当今流

体动力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市场，

吸引了众多不远千里、慕名前来的

听众。会上授课者与大家积极互动，

并进行现场答疑，构建了“共同学

习、共同进步”的最佳课堂。

（应行业同仁要求，我们将

21 场技术报告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整

理，将于 2016 年第 1 期开始陆续

刊登在杂志“企业之声”栏目中，

尽请关注）

群英荟聚  尽显风采

德国“工业 4.0”、“中国制

造 2025”引领世界制造业向绿色、

智能、融合方向发展。PTC ASIA 

2015 聚焦“智能制造”大主题，

把握流体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未来

发展方向和趋势，是了解产品转型

升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是国

内外业界同仁发布产品、获取信息、

探讨技术进步的交流平台，也是世

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有力推手。

展会上，为赢得更多主机用户

和观众的关注，展商们纷纷携最符

合技术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的新产

品及权威产品亮相展会。本刊编辑

在展期走访了众多展商，并特邀行

业专家观展，将特色展商和展品推

介给行业同仁和广大读者。

液压产品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

公司重点推出应用于海洋工程的船

用吊机油缸、打桩船用油缸和耙吸

式挖泥船油缸等。产品设计特色：

采用高度专业的计算机管理和模拟

设计，保证产品的优异设计；专业

的活塞杆表面涂层处理技术提高了

耐磨性能和耐腐蚀性能；恒立独特

的密封结构设计，并采用国际知名

品牌的密封件；选用自润滑复合材

料和防腐轴承，并具有快速安装和

拆卸特点。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的 HPV 系列变量柱塞泵在进

油口处集成了齿轮补油泵和过滤

器，实现了进油口自增压和耐油液

污染的功能，是一款成熟的由军用

普及到民用的产品，最高压力可达

27MPa，转速 2600r/min。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在展区特设 4D 影院，影

院中的 4D 动感座椅系统所采用的

液压控制、工业控制器、电气控制

系统均由华德液压自主研发，系统

控制精确、反应敏捷，准确反馈视

频动作。系统采取恒压小排量通轴

泵作为动力源，通过比例控制实现

座椅的多维度响应。

◆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展出

了最新研制的 AP4VO112 系列液压

轴向柱塞泵，为双泵串联，具有负

流量控制，正流量控制、负荷传感

控制、恒功率控制、压力切断控制、

双泵既能实现交叉功率控制，又能

通过电比例阀来调节斜盘摆角实现

单泵独立控制，可以连接先导泵或

其他类型附属泵。具有功率密度高，

自吸收能力强、寿命长、噪声低等

特点，适用于 20 ～ 25 吨级履带式

液压挖掘机、混凝土机械、钻机及

各类液压开式回路。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的 SKS6T-MCV-70 多路阀，

特点为：采用片式紧凑结构，可根

据不同客户的要求进行灵活组合，

达到客户所需要的功能；独创性的

流道设计，压力损失小；采用液压

先导控制方式，操作方便；带有直

线行走阀，可以很好的完成复合动

作；内置斗杆合流及阀外动臂合流，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工作效率。主要

应用于 5～ 7吨小型挖掘机。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展出

HY 系列轴向柱塞泵，主要用于开式

回路，连续工作压力可达 315bar，

瞬间最高压力可达 400bar，排量规

格多，功率密度高，外观新颖、体

积小、功率重量比大，变量形式多，

有多种节能控制方式，且控制响应

速度快，噪声低、高效率、高可靠性，

吸油性能优良。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展出了全系列的射流管型

电液伺服阀及伺服放大器，其中

CSDX 型重量小于 350g，使用压力

2 ～ 21MPa，滞环≤ 5%，线性度

≤ 10%，响应频率大于 90Hz。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的流体连接件具备的优势为：接

头采用一体式不剥胶扣压技术；表

面处理采用锌镍合金环保电镀新工

艺；外螺纹和内锥一次加工成型，

专用机加工的检查工具和设备，保

证质量；专业生产和严格的检测流

程，动态脉冲试验模拟工况，有效

验证耐久性。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自行研制开发的内啮合齿轮泵，其

主体结构由内啮合的渐开线齿轮所

组成，齿轮副、滑动轴承、轴向和

径向的自动补偿，这些关键技术保

证了泵的高压力、高效率、低脉动、

低噪声。

◆山西麦克雷斯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了 FSLQ 型风冷式油冷机，该

产品加装循环油泵和有过滤器组成

的油冷机单元，可以在液压系统不

开机或液压系统油液不经过它时一

样对油箱油液进行冷却、过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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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油箱油量，提高油液清洁度。

该型机适用于发热量特别大的液压

系统使用。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

司的新产品 QDYB6 系列电液伺服比

例阀，采用高性能比例电磁铁作为

电气 - 机械转换器，配有高精度的

阀芯、阀套及内置位移传感器，配

备内置或外置高性能比例放大器，

控制精度高，动态特性好，接近电

液伺服阀的控制性能，同时抗污能

力强，可靠性高，是一款高品质、

高性价比的液压控制阀。

◆江阴市洪腾机械有限公司展

出的精密长轴（活塞杆），采用精

密冷拔、精磨和高精度抛光等先进

工艺制造，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并

超过国家标准。可直接用于油缸、

气缸、减振器、活塞杆，广泛用于

液压气动、纺织印染、印刷机械、

压铸机、注塑机等行业。

◆中国航空工业第六〇九研究

所展出的喷嘴挡板三级电液流量控

制伺服阀，具有静态流量大，动态

响应高；内部集成控制器，与 LVDT

等零部件构成伺服阀内部闭环控

制；伺服阀输出线性好；高分辨率，

低滞环；先导进回油可选择外控形

式等优点。

◆宁波恒力液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HLA4VSO 型轴向

柱塞变量泵，额定工作压力可达到

35MPa；优异的吸入特性；选用长

寿命，高精度轴承；具备结构设计

紧凑，重量轻，低噪声特点；静压

平衡滑靴提高使用寿命；控制响应

灵敏；带斜盘角度指示器。

◆九江七所精密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推出的 97K 型阵列式进气系

统可有效去除空气中的各种颗粒

漂浮物，过滤效率最高可达 F9 级

（EN779），产品特征：模块化设计，

阵列式组装，节省占地空间；滤芯

横布，使设备体积更加紧凑；多级

过滤，可针对不同使用环境灵活布

置各级过滤，减少后续滤芯消耗；

可脉冲反吹自洁。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展出的 TMS 系列液压马达，是一种

低速大扭矩的内曲线式径向柱塞马

达，采用断面配油方式，滚柱式结

构，使用压力高，低速稳定性好，

同时可集成各类阀组，制动器，特

别适用于车轮式行走驱动工况。

◆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统有

限公司展出的静压支撑伺服油缸，

几何精度高；珩磨过的缸筒内其运

动表面的粗糙度 Ra ≤ 0.2μm；活

塞与活塞杆一体加工有利于获得

更好的活塞导向；带有静压活塞杆

导向装置，可以达到最小的摩擦

力，同时使活塞杆能够承载很大的

侧向力，高精度的加工和无导向窜

动量保证了长期无磨损运转；响应

频率高。

◆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展

出的高性能水基叶片泵，是一种结

构简单合理、压力高、压力脉动小、

效率高、使用寿命长、性价比高的

节能环保型的产品，已经获得国家

专利，除了用于高温、明火的场合

外，也适合以液压油为工作介质的

各种液压机械和液压系统，尤其适

合应用在要求节能环保的场合。

◆江苏华龙铸铁型材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水平连续铸造铸铁型材，

这种新型的工程材料拥有优异的机

械加工性能、机械强度和极低的铸

造缺陷。。作为碳素钢的替代品，

铸铁型材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液压

气动元件、纺织、冶金、压缩机、

玻璃模具等行业。

◆江苏科迈液压控制系统有限

公司展出的 HLPSL 和 HLPSV 型负载

敏感比例多路换向阀，用于工程机

械电液控制领域，控制液压缸和马

达的运动方向和速度，具有电控、

液控和手动操作等功能，可实现无

极调速，且不受负载变化影响。负

载敏感特性可使多路执行元件同时

并相互独立地以不同的速度和压力

工作，直至达到泵源最大流量为止。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展出了其 RT 系列伺服阀，包括喷

嘴挡板及射流管式。其中 RT7926E

系列为三级电液伺服阀，额定流量

从 160 ～ 250L/min，阶跃响应时间

≤ 10ms。

◆意大利 ATOS 公司展出的

PVPC 系列变量柱塞泵，通过先进

的电液比例控制技术实现了全电控

制，在开环压力调节、开环流量调

节（负载敏感）和闭环压力 / 流量

调节方面具有高动态响应特性。同

时，用户可选择带序列模块（PERS）

的产品，实现出口压力控制在零附

近。PVPC 系列变量柱塞泵额定压力

可达 28MPa，转速可达 3000rpm。

◆日本 KEIKI 公司的 PHC 系列

高压变量柱塞泵，采用振动小、刚

性强的鞍型斜盘构造，结构紧凑、

噪声低，并且采用耐磨铜套，耐污

染。其双联泵简化为单吸油口以

节省配管，最大排量可达到 80mL/

r。PHC 系列柱塞泵额定压力可达

35MPa，转速可达 3000rpm。

◆德国哈威集团推出了“双能”

概念，即“智能”和“节能”。“智能”

主要指在行走机械领域的“智能化”

控制，推出的是负载反馈系统的总

线控制。“节能”主要指在工业设

备上，特别是在机床液压系统的节

能本质提升，包括变量泵控系统和

变频控制系统的连续液压运转控制

能量损耗，向起停式控制系统转变

的紧凑式液压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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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鲁夫公司推出的位

移测量系统 BTL 专为用于风力发

电站的液压缸而研制。通过变桨

系统调节，可使转子叶片角度准确

适应风速，提高发电量，并保证发

电站的可靠性。该测量系统采用非

接触式原理，维护率低；耐高压达

600Bar；耐振动和冲击，可在恶劣

条件下稳定使用。

◆德国贺德克公司展示了过

滤器、蓄能器、液压阀、油液检测

仪、电子产品、冷却器、液压系统

总成等产品。在滤油服务方面，

贺德克提供了旁路过滤监测装置

（流量 2.2 ～ 8.9L/min，工作压力

8bar）、污染监测仪 CTU1000、滤

油车 OFU10（公称流量 100L/min）

等产品。

◆雅歌辉托斯液压系统（扬州）

有限公司展示了新研发的双筒过滤

器，该过滤器是一个崭新的突破设

计方案，具有低压力高流量的领先

设计理念，并具有安全简易操作的

特性。其他展示聚焦产品为螺纹插

装阀，轻系列阀和防爆阀等。

气动产品

◆宁波星宇极光传感科技有限

公司推出数显压力开关，是微电脑

技术用于压力自动控制的产品，具

有精度高、迟滞小、响应快、性能

稳定可靠、易操作和安装简便灵活

的优点，以及压力范围大、双色压

力数值显示、两组开关输出、应差

可调整、压力单位可设定、高精度

等特点。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

公司展出了 JEL10 微型电磁阀，其

阀体材料采用进口的杜邦高强度尼

龙，吸水率低，耐温范围大，尺寸

稳定性高；线圈采用进口漆包线，

进口高精密绕线机绕制，保证绕线

的一致性；采用无套管结构，骨架

高强度材质，具有耐高低温、摩擦

系数低、耐摩擦的优点；整阀采用

半自动装配，配合特制的专用工具，

保证装配的一致性。

◆宁波索诺工业自控设备有限

公司展出了VIX系列大流量电磁阀，

该阀取消了传统橡胶密封，在滑动

面采用陶瓷，防污、防尘特性好，

适用于气源质量差的回路，不会出

现密封卡死故障。密封面为塑料滑

块与陶瓷片之间的硬密封，摩擦系

数低，使用寿命超过 1 亿次。可以

使用给油润滑或不给油润滑空气。

使用压力 0.15 ～ 1.0MPa，维保时

只需更换电磁线圈，主阀和滑阀芯

无需备件。

◆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

公司展出了全新系列的低功率电磁

阀，功耗只有传统的 20％，寿命高

达 3 亿次以上。开发了一种专用的

低功率驱动电路模块，使得电磁阀

切换后保持电流可以降至极低，给

传统电磁阀行业带来了一场革命，

目前已经大量应用于液压电磁阀、

气动电磁阀、制冷电磁阀、流体管

道电磁阀、消防电磁阀、军工电磁

阀中。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推出 EMAL 铝合金迷你气缸，该

气缸采用含油轴承，使活塞杆无需

加油润滑；气缸本体前后盖经过氧

化处理，不仅具有耐磨性、耐腐蚀

性及耐久性，而且更显外观小巧、

精美；采用耐高温密封材料，能在

150℃高温下正常工作；气缸活塞

上可以安装一个永久磁铁，可触发

安装在气缸上的感应开关来测量气

缸的运动位置。

◆上海新益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新推出 QIC3000、QIC5000 等系列

三联件，其减压阀不仅改善了流量

特性，而且增大了流量使用范围。

◆奉化市盛灵气动有限公司

推出新型排水电磁阀，该阀可根据

设定水位自动控制电磁阀排水和停

止，解决了传统排水电磁阀不能自

动判断水位的难题。

◆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推出 RML 系列 180°换向夹持缸，

配以回转气缸和夹爪气缸，组成回

转和夹持两种运动方式，回转缸采

用油压缓冲，可满足自动化装备的

需要。

◆金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了 MCSS 系列滑台气缸和 MVSY 系列

电磁阀。滑台气缸的特点：将工作

平台及气缸精巧一体化，适用于精

密组装用。双活塞缸结构，两倍出

力气缸；本体埋入式感应开关；多

方向固定，在纵轴固定上亦能使用。

电磁阀的特点：轻薄美观设计，高

流量反应速度快、低耗电，体积缩

小、流量加大。

◆台湾高鹿兴业有限公司推出

PV-100、PV-500 系列电 - 气比例

阀，输出压力范围可达 0-150PSI，

输入信号有多种可供选择，包括

DC0 ～ 5V，0 ～ 10V，4 ～ 20mA，

PT100，RS485 等 信 号， 线 性 度

±1%FS，重复精度达 ±0.5%FS，

灵敏度 ±2% FS。同时，该公司

还展示了一款二位三通大流量电

磁 阀 WA23 系 列， 通 径 有 20mm，

25mm 和 40mm 三种，流量范围为

20/30/50m3/h，该种阀可用于环境

较恶劣的场合，有电控和气控两种。

◆台湾新恭股份有限公司展示

了其气源系列，如高压 USFR、SSFR

气源系列，壳体采用不锈钢制造，

最高压力可达 150psi；另外还有

其精密减压阀，如 URPL2、URPL4

和 URP 系列，压力输出分别 2bar、

4bar 和 1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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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安沃驰公司推出高集成度 AV 系列阀岛产

品，采取高功率密度设计，与传统阀岛比体积最大减小

60%、重量减轻 70%，可配置独立压力分区和独立供电

分区，最多可连接 128 个线圈，流量高达 700L/min，

支持多种总线协议。

◆意大利康茂胜公司推出几款新产品，包括 MD-1

系列气源模块组合、电动缸、改变型材后的气缸、新

型可调节数显比例压力阀、比例控制模块 LRWD2-34-

1-A-00、PR104 系列精密减压阀和阀岛系列。展示其在

数字、比例控制技术方面的优势。

橡塑密封产品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展出了油缸系列

密封产品，其中 GRS 轴用方形圈为其特色产品，其由一

个填充聚四氟乙烯滑动环和一个 O 形橡胶密封圈组成，

O 形圈提供径向预紧力，使滑动环包覆在轴上，可对耐

磨环的磨损起补偿作用；具有双面密封效果，可以单向

或者双向承受压力；适用于高压、低速回转的轴、杆、

轴承、旋转接头、转座等。

◆浙江西普力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展出了聚氨酯、

聚四氟乙烯、丁晴胶和氟橡胶等材料的密封件，产品已

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优势：解决零压力状态下

不渗漏；密封件使用寿命较长，库存寿命可达5年以上；

任何工况恶劣的环境下，都有适用的密封材料和结构；

协助用户解决液压、气动密封系统合理设计，提高使用

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取代进口同类产品。

◆鼎基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展出了 4 款适用于

液压缸的活塞及活塞杆专用密封件：UN、D-4、D-6 和

D-7，最大工作压力为 30MPa（D-6：35MPa）；工作速

度为 0.03 ～ 0.5m/s；工作温度为 -20℃～ 100℃。

◆高科橡塑工业有限公司展出的骨架油封，工作

温度：-40℃～ 250℃；工作压力：0 ～ 0.03MPa；产品

材质：丁腈橡胶，硅胶，氟胶；工作介质：液压油，

润滑油，空气，水；产品硬度：肖氏 75 ～ 95A；产品

用途：防止密封润滑油外泄和外界尘土，杂质侵入机

械设备内部。

◆上海索拓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展出的 ST-2058 无石

棉环保密封垫片是由独特的高模量丁腈橡胶和精选芳纶

纤维，经先进的压延工艺加工而成的通用无石棉环保密

封材料。100%不含石棉，密封性和扭矩保持性好，耐油、

抗化学品侵蚀、抗制冷剂，双面有防法兰粘结处理，广

泛应用于石化、发电、钢铁、造船、泵阀等行业。

走访交流  共谋发展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作为 PTC ASIA 主办

方，展期积极与各国同业组织、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会

晤和交流，增进友谊，共荣发展。

◆中德流体动力协会友好交流

2015 年 10 月 27 日上午，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理事长程晓霞女士、

专家委副主任王长江先生与德国机械工业联合会（VDMA）

流体动力分会主席金斯利先生、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首席执行官劳恩先生就本届 PTC 举办情况和组织的技术

报告会等相关活动做了深入交流，并对本届 PTC 展会组

织的相关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交流中，劳恩先生表示

VDMA 将积极支持 PTC 展，继续组织德国展团参加 PTC 展

会，带来最新的产品和技术，共同推动世界流体动力产

业的技术进步与经贸合作，并为 PTC 展会的长久发展提

出良好建议。金斯利主席介绍了 2014 年 VDMA 欧洲各国

机械工业市场情况和各国在流体动力市场所占的份额，

以及 2015 液压和气动终端客户的预测。还介绍了工业

4.0 将给产业发展和企业提升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2015 中日流体动力协会联谊会

10 月 27 日下午，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

理事长程晓霞女士、专家委副主任王长江先生、赵彤博

士、秘书长饶涛先生，三一重机有限公司曹东辉博士、

力龙总经理助理黄锐、《液压气动与密封》主编宋京其

等，与日本流体动力协会代表团进行了友好交流。当晚

还举行了“2015 中日流体动力协会联谊会”。

交流会上，沙宝森名誉理事长与日本流体动力协

会专务理事藤原达也分别就两国流体动力市场发展情况

做了介绍，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情况；工程机械、机床、

液压气动元件出口和需求情况；液压和气动元件的市场

构成情况等。参会者进行了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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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与会者参加了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日本流体动力协会主办，《液压气动与密封》杂

志社协办的“2015 中日流体动力协会联谊会”，程晓

霞副理事长主持联谊会。

晚宴上，沙宝森名誉理事长、藤原达也专务理事、

王长江副主任、赵彤博士分别做了即兴发言，他们均

表示，中日两国流体动力协会有着多年的深厚友谊，

在为两国流体动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希望通过本次交流能为两国企业的经贸合作和

技术交流搭桥铺路，并共祝中日两国流体动力协会友

谊地久天长！

◆中意流体动力协会友好交流

10 月 28 日上午，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

理事长程晓霞女士及外联部祁金一女士拜访意大利展团

和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秘书长Ing.Marco Ferrara先生。

双方就两国流体动力产业情况和本届 PTC 展会意

大利参展企业情况作了深入交流，Ferrara 先生对本届

展会和高新技术展区报告会给予高度赞扬，并表示将一

如继往地支持 PTC，他还介绍了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即

将开展的网络技术培训工作，程晓霞副理事长给予充分

肯定，认为协会举办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有了很大进

步，网络培训是未来协会工作发展的趋势，我协会将积

极关注此项工作的开展，并学习借鉴意大利协会成功经

验，创新服务。

◆ 2015 海峡两岸流体动力联谊会

10 月 28 日，由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台

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业公会主办，《液压气动与密封》

杂志社协办的“2015 海峡两岸流体动力联谊会”在上

海举行。来自宝岛台湾的近 40 位行业同仁在台湾区流

体传动工业同业工会理事长王世忠、总干事长高明翔的

带领下受邀赴会，我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副理事长

程晓霞、专家委副主任王长江、秘书长饶涛，气动专业

分会会长路波、副会长曹建波、副秘书长曲世杰、张连

仁等参会，程晓霞副理事长主持联谊会。

程晓霞副理事长讲到：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

技术展览会是我协会主办的国际流体动力领域的行业盛

会，历经 25 年的发展，至今已成功举办第二十届，为

世界流体动力大家庭搭建了交流、合作、共赢的平台，

我们感谢台湾同业公会多年来给予 PTC 展会的支持和参

与，珍惜和期待每年PTC盛会时我们相聚、相逢的日子，

祝愿两岸流体动力同仁友谊长存，合作共赢！

沙宝森名誉理事长和王世忠理事长分别为联谊会

致辞，沙宝森在致辞中还介绍了中国流体动力与控制产

业发展概况，并表示两岸交流非常重要，希望两岸同业

同仁在当前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继续加强沟通，共享

宝贵经验，携手共创两岸流体传动产业的辉煌！

王世忠表示：两岸两会都面临产业升级、企业转

型期，这些困难和挑战仍有待两岸的液压、气动企业总

结两岸过去的成功发展经验，共同探讨未来的发展策略，

优势互补，共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会上，王长江副主任、路波会长，台湾工会名誉

理事长游平政、常务监事陈耀津分别发言，对如何学习

和推进“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促进两岸技术交

流、经贸合作，提出诸多良好建议。

晚宴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岸两会同仁期

待 2016 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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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答谢招

待会

10 月 28 日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为“2015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和 2015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统展览会”举行了隆重的答

谢招待会。应邀出席的中方主办单位有：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和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工程分会和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以及德国工商总

会上海代表处、德国贸易投资署等德国经济贸易促进

机构，中德两国企业同仁和嘉宾代表。

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史丽雅博士首先致欢迎

辞：“我谨代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感谢大家对展会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通过展会成为紧密合作

伙伴。举办这个招待会就是希望大家相互交流经验，

努力发现新商机。今晚在场的不仅有企业家，也有来

自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贸易促进机构。我想重点提到的

是来自德国工商总会上海代表处和德国贸易投资署的

代表们前来参加我们招待会，愿大家携手同心，把企

业和市场蛋糕做得更大。我们总领事馆将一如既往地

为中德两国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协会程晓霞副理事长代表展会中方主办单位致辞：

今年恰逢 PTC 创办第二十届，在这美好、喜庆的日子，

很高兴与大家在这里分享。20 多年来，我们与德国汉

诺威展览公司友好合作，共同创办 PTC 这一国际品牌展

会，为世界流体动力技术进步、企业互利共赢，架起了

产业合作与发展的桥梁。本届展会盛况空前，又一次迎

来了世界各国流体动力产业的主力军，特别是德国等国

家展团再次盛装亮相，中国流体动力领军企业和产业集

群也踊跃登台，展会设立的“高新技术展区”成为展会

的亮点，以先进的技术和全新的理念呈现给观众和同仁。

感谢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多年来给予我们展会的帮助和

支持，你们为中德和世界流体动力技术进步产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感谢德国 VDMA 流体动力分会为中

德流体动力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做出的不懈努力！在

此，我们向给予展会支持的德国同业朋友们表示诚挚

的谢意！向我们的合作伙伴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20

多年的真诚友好合作表示感谢！相信我们的努力，将

为 PTC 带来新的动力。

史丽雅博士和程晓霞女士与各届嘉宾举杯共祝：

中德两国产业同仁携手，共创合作与发展、繁荣共赢

的美好明天。

10 月 29 日上午，在展馆会议室召开了 PTC 主办

方高层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

高级副总裁佩喜先生、项目总监善德福先生、罗思

曼女士，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理事长程

晓霞女士，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桦女士等。

会上，双方对本届展会举办情况、高新技术展

区内技术报告会举办情况做了深入交流。双方一致

认为：在今年经济环境复杂的形势下，主办方携手

共同铸就了 17 满馆工业大平台的辉煌成绩，这是我

们主办方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成就，我们深知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世界同仁和尊敬的展商给予我们这

个工业大平台的支持和参与，离不开各方合作伙伴

共同付出的努力，更离不开国际同业组织给予的帮

助和指导。

会上双方还就 PTC ASIA 今后如何创新发展、转

型升级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2016 年双方将共

同打造“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绝佳展示平

台。具体实施方案将在新一轮高层会晤时商定。

◆主办方高层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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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日下午，来自韩国工业产业集群（KICOX）

东南区昌源产业集群的韩国昌源机械企业代表团一行，

在代表理事、韩国永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Yoon Chan-

heon 的带领下，参观了 PTC 展和高新技术展区并拜访

我协会，受到协会名誉理事长沙宝森先生、副理事长程

晓霞女士、专家委副主任王长江先生以及饶涛秘书长的

热情接待，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

中韩双方就两国液压、气动技术发展现状、市场

需求等相互关心的话题和本次参观 PTC 展的感受进行

交流。据介绍，KICOX 成立于 1964 年，现下辖 63 个产

业集群，园区有 49 000 家企业，占全国 40% 的产值和

41% 的出口值。集群不仅仅是制造中心，更是产品创新

和研发中心。韩国施工机械主机企业的一半以上企业（斗

山、韩国沃尔沃、现代重工等）都集中在东南区，相关

核心零部件的厂家也在此共存（共有 2000 多家企业，

其中液压制造企业200多家），因此产业的集成度很高。

访问团主要由东南区的企业社长和大学教授组成。韩国

核心零件的进口依存度较高，相比先进国家，价格竞争

力有优势，但技术依然有差距，尤其是 8 ～ 10 吨重装

备液压驱动组件用零部件仍依赖进口，急需提高液压产

品的高可靠性、轻量化、节能性。近年来，该集群每年

都会组团来中国访问交流，并与很多中国企业都有良好

合作。

韩方代表理事盛情邀请并期待我协会组织行业企业

赴韩国考察交流，以增强两国液压、气动产业的经贸合

作，发挥两国产业的各自优势，促进两国液压气动产业

发展。

◆走访国内外知名企业

为了解国际流体动力产业和企业情况，听取展商们

◆与韩国机械企业代表访问团亲切交流 对 PTC 展会的意见和建议，协会领导和专家走访了多家

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产业集群，并进行深入友好的交流，

走访的企业有：Hunger、KASTAS、Magnet-Schultz、

Tokyo Keiki、Aventics、SKF，奉化气动产业集群、榆

次液压产业集群，华德、泰丰、恒立、中川、力源、太

重榆液、上海电气、黎明、圣邦、科达、维拓斯、镇江

液压、安阳凯地、南通铸业、大连远景、新益、亿太诺、

亿日科技、广研院、西普力等。

江苏恒立液压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展会

我们接待了近 300 多家新老客户，展会现场成交 20 台

套 HL-A4VSO355EO2 柱塞泵的采购订单，这是首次在展

会现场通过谈判成交大订单。

江苏华龙铸铁型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楠表示：作

为为数不多的铸铁型材参展企业，此次我们收效显著，

接待了几百位厂商客户，有实质采购意向的达80多家，

展会为我们带来了更多信息和买家。

斯凯孚集团市场经理王芳表示：此次参展对于 SKF

来说非常重要，整个展会我们还参与了工业 4.0，并组

织了自己的新产品发布会。展会主办方对我们活动的顺

利执行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车辆进出和场地联系，这

确保了我们市场活动最终的效果。此外对于此次 PTC 的

整体氛围我们也比较满意，在整个大环境并不乐观的情

况下，PTC ASIA 2015 依旧保持了很高的吸引力。

安沃驰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吴一鸣先生在交流中说

道：此次参展，是我们独立于博世力士乐之后的首次亮

相 PTC。良好的客户反馈和现场络绎不绝的观众，证明

了我们的选择没有错。我们精心设计的展台和带来的高

质量产品均得到客户和参观者的肯定，对此我们非常满

意，未来还将继续参加 PTC 这一国际品牌展会。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元景表示：此次

展会是我们远景铸造参加 PTC 展以来光顾客人最多的一

年，也是意向订货和成交最多的一年。其中：光顾客

人接近 500 人，意向订货 150 家，现场订货 15 家。同

时还有一个特征：南方厂家意向订货的增加较多。通过

参展，我们体会到：虽然目前经济不景气，但只要产品

质量好、服务质量好，产品不愁销售。同时我们感觉到

PTC 展对我们的推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是展示我们公司

及产品最好的平台，也是我们与同行业的国内外客人进

行广泛交流的很好机会。我们感谢 PTC 主办方给我们提

供的这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参加PTC展，

借此助推远景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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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慰作为中国国际动力传

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即 PTC ASIA

展）的组织者、培育者和践行者之

一，伴随着她走过了25年的历程，

迎来了她第二十届的喜庆日子。

PTC展会是 1991年由国家科技

部批准的。一路走来，从第一届在

北京，由 117 家展商，不足 5000m2

面积起步，于 1999 年迁移上海，

由两年一届变为一年一届，历经 25

年的培育发展，到 2015 年已成功

举办了二十届。展会规模达到 1500

多家展商，近 10 万 m2 展出面积，

观众上升到 7 万多人；从单一产品

展示发展成为企业文化展示、展品

集成创新、技术交流、经济技术合

作、采购商贸洽谈为一体的国际品

牌展会。

岁月无痕，沧桑有迹。PTC 展

会25年（二十届）留下不朽的印迹：

铭刻着中华民族动力传动与控制技

术产业的崛起、发展、振兴的坎坷

历程和繁荣喜悦；颂扬着业界精英

“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的高

尚情操和创新魅力；展示着产业志

士“精心设计、精细制造、精品配套、

精诚服务、精业发展、精忠报国”

的发展理念和优秀品质；闪烁着自

强不息、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强

林的民族尊严和追梦胸怀，让中国

看见了世界，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

值此，向一路相伴并给予关心、信

赖、厚爱的主办者、展商、观众表

观众专业  媒体齐聚

为祝贺第二十届 PTC ASIA 展会的召开，德国汉诺威市市长 Stefan 

Schostok 先生率代表团莅临本届展会现场。在主办方领导的陪同下，

Stefan Schostok 先生与展商进行了密切交流，并对展会二十届的光辉

历程和本届展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PTC ASIA 还迎来多个国际参观团：印度参观团、韩国参观团、日

本液压协会参观团、以色列航空行业参观团、台湾区流体传动工业同

业公会参观团等，80余个买家参观团覆盖流体动力、物流、石油石化、

工程机械、机床、纺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制药和制冷技术等行

业领域。

观众服务再次升级，为甄选专业观众，提升展会专业性和服务性，

展会首次启动了有偿参观和 2016 年参展报名现场选位服务。同时，主

办方为展商和预登记的观众提供了在线观众中心、线上展厅、商务配

对等多个交流互动平台，提升观展效率，获取更多商机。

各大知名媒体均对 PTC ASIA 2015 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报道，主

要合作媒体包括：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工业报》、

《机电商报》、《现代制造》、《国际工程机械》、《液压与密封》、《亚

洲控制工程》、《现代汽车工业》、《柴油机进展》、《数控机床市场》、

《中国会展》、慧聪网以及展会指定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等。

同时展会还通过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实时播报，

为展商、买家、观众送上第一手展会动态讯息。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展会指定媒体，现已连续出版 13 期

“PTC ASIA增刊”，为展商、观众和广大读者带来市场走势、视点聚焦、

新产品新技术、展商精品等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受到展商和观众的高

度好评，前来索取的读者络绎不绝，是 PTC ASIA 展会的品牌媒体。

PTC ASIA 2016 开启新程

二十届后，PTC ASIA 2016 将重装启程，开启新的运营模式，展

会的目标和任务将从规模和形象转向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内涵的提升

以及创新，智能理念的融合和推广，将为展会的长久发展不断注入新

的活力，使其成为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创新、合作共赢平台！

让我们组织者、展商、观众以更积极的姿态给 PTC ASIA 更多智慧和

力量，共同续写 PTC ASIA 的光荣和梦想。

PTC ASIA 2016，期待您的到来！

特别关注：

为全面报道 PTC ASIA 展会的先进产品和先进技术，我刊特约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各自专业角度畅谈展会

的所见所闻、体会感受和对行业发展的建议，编辑整理了《第二十届

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5）技术评述》和

技术报告会报告内容介绍，将分别刊登在本刊 2016 年第 1 期“综述与

评论”和“企业之声”栏目中，供学习借鉴，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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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PTC 展会有力推动了中国和世界动力传动产业的

发展；极大提升了中国动力传动产业的国际地位；加

快推动了国家加快发展基础件产业战略的调整；持

续引领了行业技术进步发展方向；有效促进了行业

进出口贸易和国际合作的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动力

传动领域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际驰名品牌展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 2009 年以来的 PTC 展会中创

立并举办了 4 届高新技术展区，将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的科研成果引入展会；举办了近 70 场国内外专

家高新技术报告会；开辟了学习读书区，悦读悦心，

感悟知识和量，受到广大展商和观众的极大关注和

欢迎，她正引领着当今动力传动技术和制造产业向

着绿色、智能、超常、融合、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方向，

并逐步树立起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

大理念，PTC 展会实践标明“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

落后的产业”。

PTC展 25年（二十届）的艰辛历程和成功经验，

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作为展商，大势要“趁势”，

小势要“造势”，无势要“借势”；要以诚为本，以

质取胜，以客为尊，才能品行天下。作为观众，从中

借鉴可实现战略上稳态扎实，战术上奇谋选出；认识

到知名度是广度，信赖度是深度，知名度带来眼球效

应，信赖度带来动销效应。作为展会的组织者，要有

一个信念，要有一颗公心，要有一条底线，要有一份

担当，要有一腔激情，要有一种胸怀；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造之以梦。

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发布，PTC 展会进入

了新时代。互联网 + 携颠覆基因而来，催生着“中国

制造 2025”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的

发展。中国已进入互联网 +时代，这就是“创时代”。

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和挑战主要有：一是零距离，

信息零距离；二是去中心化，人人都可成为中心；三

是分布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成为分布式。面

对这样的巨变和挑战，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式、研发

方式、制造方式、营销方式、管理方式、服务方式

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推动着市场由“大鱼吃小

鱼”向“快鱼吃慢鱼”的转变。PTC展会已迎来“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一带一路”的“创时代”。

“创时代”下的 PTC 展会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突破传统理念，应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以市场为中

心，实现展品个性化，展商创客化，观众国际化，

目标智能化，这就是互联网+“创时代”的展会拍节，

只有踏准这个时代拍节，才能成为“创时代”的成

功展会——推动世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有力平台，

成为追梦的力量！

从现在起，PTC 展会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应该从

规模和形象转向展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创新提

高，集成和智能理念的提升和推广，这是 PTC 展会

可持续发展的不朽根基和活力源泉。为此，我建议，

在明年 PTC ASIA 展会应组织有创新思维的展商打

造一个以“中国制造 2025”和工业 4.0 为目标的

高新技术馆，为广大展商和观众作出样板，把概念

落地，能从中发挥启迪和引领作用，找到应对产业

转型升级、应对新经济挑战的金钥匙，让展商、观

众、创业者、创新者都从 PTC 展会的平台上获得收

益，体现 PTC 展会的魅力和国度梦幻。PTC 展会不

能改变时代，要使其实现持续发展，应顺应时代，

打造时代展会。

魂牵梦萦有行情，河水可能会经过千山万壑，

但最终一定奔向大海。PTC 展会的主办者，广大展

商和观众，都要坚定信心、共同协调、开放心态、

关注大局、坚持创新，经过互联网雕琢的PTC展会，

只要踏准时代拍节一定会蓬勃发展，成为实现“中

国制造 2025”，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诚信、

务实、可信赖的创业、创新展示平台！

居高而不自恃  行远而不忘初
——PTC ASIA 展二十届的追忆和启迪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名誉理事长  沙宝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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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国务院颁布《中国制造2025》，这是我国全面推进实现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已把强化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能力列为战略任务重点，并明确提出 2020 年 40% 核

心基础零部件、2025 年 70% 核心基础零部件实现自主保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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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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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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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创新成果，注重产业化应用，为实现企业、政府、社团同步联动，发挥着行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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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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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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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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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对接，帮助企业寻找用户，参加主机展会，积极开拓市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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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和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收集

到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流体动力领域的科研成果，并经编辑整理陆续刊登在杂志“企业之声”栏目中，为产

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创建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得到行业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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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分享……。

北京理工大学车辆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特种车辆研究所液力传动团队

北京理工大学车辆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1992 年 10 月由原国防科工委批准立项成立，1998 年 3 月建成

并投入运行，并通过了历次重点实验室评估。实验室是车辆工程专业专门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是开展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与国际科技合作的前沿基地。

实验室依托北京理工大学特种车辆研究所，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工程与科学、宽广与精深相结合”

的人才培养理念，立足国防、面向国家战略、瞄准国际前沿，围绕车辆主题，本着“自主创新、求真务实”

的工作理论，专注在“深化基础理论、建立方法体系、创新集成结构、科学实践验证”的科研宗旨，在车辆

振动与润滑摩擦基础理论、动力传动系统动态性能预测与优化集成，新型驱动与传动技术、操纵与控制、机

器人与多域机动平台、车辆测试与虚拟实验等技术领域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实验室的液力传动团队，主要开展车用液力元件技术相关的探索性、创新性和重大关键技术应用基础研

究。重点实验室依托各类条件保障建设等项目，在液力元件研究方向开展了多项研究，其成果在新一代国产

特种车辆上得到了广泛应用。另外，也先后为车辆和工程机械相关行业企业开发、分析和研制了多种型号的

液力元件。经过上述多轮研制产品的台架实验考核和现场装车应用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动液传动实验室提出

的液力元件集成设计方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在液力元件开发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应

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升了重点实验室在液力传动领域的影响力。

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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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介绍

◆闫清东（196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动液传动研究室

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车辆传动及其控制、液力元件设计与制造、车辆

传动系统集成、车辆传动仿真与试验等方面研究。

◆联系方式：yanqd@bit.edu.cn

团队成员

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讲师 2人。

特种车辆研究所液力传动团队

项目名称：液力变矩器三维

流动设计

研究内容：为提高液力变矩

器设计精度及设计效率，开发了扁

平循环圆设计方法、叶栅参数化造

型方法，利用自编程序及二次开发

实现叶栅系统造型、CFD 特性仿真

的自动化处理，搭建了液力变矩器

三维流动平台，成功进行了多种液

力变矩器的设计及优化。

（1）提出了一种扁平循环圆

液力元件设计方法。利用直线与圆

弧进行设计流线构造，确保循环圆

过流截面积相等，该设计方法具有

可连续调节循环圆宽度的特征。从

宽度角度出发，能够更加合理地实

现对发动机和液力传动系统的性能

匹配，同时可以大幅缩减循环圆设

计参数，简化叶栅构型过程，同时

明确了循环圆宽度压缩极限尺寸和

工作腔最小极限体积；

（2）通过对流体机械三维叶

片造型的研究，提出了利用两段三

次贝塞尔曲线构造叶片二维骨线和

厚度分布的方法，建立了叶片角度、

叶片厚度、峰值点等几何控制参数

与 Bezier 曲线控制点间的数学关

系，实现了叶片形状的交互设计。

采用骨线和厚度叠加的方式构造叶

片二维型线，这种叶片造型方法能

够较好地保证叶片形状的合理性及

加工工艺性（见图 1）；

（3）构建了能够实现三维流动

设计优化的液力元件叶栅系统设计

平台。建立了液力元件三维流动设计

体系，高度融合了循环圆设计、叶

栅构型、流场分析、试验设计、响

应曲面近似模型和优化算法等环节，

实现了车用液力元件优化设计的参

数化、通用化和自动化，为基于三

维流动理论的高功率密度液力元件

的开发奠定了技术基础（见图2）。

利用液力变矩器三维流动设计

平台，实现了液力变矩器的扁平化

设计，扁平率最小可压缩到 0.19，

图 1  液力变矩器叶片型线参数化模型

图 2 液力变矩器三维流动设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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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原原型液力变矩器，其轴向尺

寸减少 40%，体积缩小 60%。同时，

针对扁平率为 0.21 的液力变矩器，

采用智能优化算法驱动参数化模型

进行多目标优化，使得最高效率由

原型的 75.5%升高到 86.2%，泵轮扭

矩系数由原始的 4.77×10-6min2r-2m-1

升高到 5.51×10-6min2r-2m-1，大幅提

高了扁平液力变矩器的经济性及功

率密度（见图 3）。

成功为某集团研制了 5 吨及

6 吨装载机用液力变矩器 YD310 及

YD310(I)，利用三维流动设计方

法对泵轮叶片进行优化，改变其

能容系数以满足不同装载机的匹

配要求，涡轮和导轮叶栅及其它

零件保持一致，这样提高了零部

件通用性，只需更换泵轮，就能

够实现不同能容系数的选择。该

液力变矩器具有高效、高功率密度

的特点，其最大泵轮扭矩系数为

7.8×10-6min2r-2m-1，最高效率为

86%，有效地提高了装载机的动力

性及经济性，取得了较好的技术及

经济效益（见图 4）。

液力变矩器三维流动设计平台

解决了传统设计方法的经验约束，

且使得设计更加灵活，基于该平

台，北京理工大学成功研制了系列

化铸造型液力变矩器型谱，功率覆

盖 150kW ～ 1100kW，冲压型液力变

矩器功率覆盖 35kW ～ 330kW。

上述研究工作成功应用于某

型系列化传动装置上，并推广到其

他工程机械液力传动系统，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获得发明

专利 4 项，其部分理论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Fluid Engineering、

J o u r n a l  o f  M e c h a n i c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Measur e m e n 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等 期 刊

上。

项目名称：液力减速器三维

流动设计

研究内容：为实现基于三维

流动的液力减速器能参数优化设

计，建立了液力减速器预测设计体

系，其总体框架如图 5所示。

其中构成设计体系的核心环节

分别为：

1）液力减速器内、外特性预

测计算

建立制动性能束流计算模型对

液力减速器制动外特性进行快速预

测，采用三维 CFD 仿真对液力减速

器内流动特性以及制动外特性进行

预测和分析。并对实际车用制动工

况下的液力减速器动态制动特性进

行仿真预测。

2）试验测试

搭建传动试验台，对液力减

速器制动外特性进行试验，并应

用 LDV，PIV，探针技术等先进内流

场观测测试手段，对液力减速器内

部流场中的两相容积率分布、速度

场、压力场、温度场等流动参数进

行试验测试。以分别验证束流计算

模型和 CFD 数值模型可靠性。并对

液力减速器样机进行装车试验，测

试实际车用制动工况下的动态制动

特性，以验证动态仿真模型和方法

的正确性。

3）叶栅强度分析

为解决液力减速器叶片强度问

题，基于液力减速器内流场分析结

果，提取流场载荷应用流固耦合分

图 3 不同扁平比叶栅系统设计结果及体积功率密度对比趋势

图 4 YD310 系列泵轮叶片

图 5 液力减速器预测设计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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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直叶片参数化模型

图 8 二维三次 RSM 响应面近似模型 

析方法对液力减速器叶栅有限元结

构模型进行准确加载，通过分析叶

栅结构应力应变云图，校核极限工

况下的液力减速器叶栅强度。

4）三维集成优化设计

提出一套指导液力减速器三维

叶栅系统设计的优化方法，建立包

含束流优化初值、叶栅参数化设计

与建模、叶栅参数DOE试验设计、三

维CFD求解、仿真结果RSM响应面近

似模型、优化算法等多环节的集成

仿真优化系统。对液力减速器叶栅

各参数进行制动性能敏感性分析以

及优化，得到一套最优叶栅参数。

针对等厚、具有前倾角度的直

叶片式液力减速器，建立如图 6 所

示叶片参数化设计模型。其中 v 为

动轮相对定轮运动方向，用下标 R

表示动轮参数，S 表示定轮参数，

α为叶片前倾角，δ为叶片厚度，

z 为叶片数目，建立了六参数叶片

造型模型。

建立了液力减速器稳态工况流

场数值模拟计算模型，对全充液及

部分充液工况下的液力减速器内腔

两相容积率、速度分布、压力分布

等特性进行研究。融合束流预测、

参数化建模、CFD 数值计算、叶栅

参数优化设计为一体，建立了液力

减速器三维集成优化设计系统（见

图 7）。

首先利用实验设计在设计空间

均匀生成样本点，然后利用 CFD 仿

真对样本点进行计算，获得不同样

本下的目标函数，随后构造近似模

型，实现对整个设计空间的高精度

拟合，最后再在近似模型上进行优

化，从而大大加快了优化搜索过程。

通过实验设计，进行了叶栅参数主

效应分析，获得循环圆宽度参数叶

片倾角、叶片数目等叶栅参数的敏

感性信息。

利用该预测设计体系，对原型

直径为 380mm 的直叶片液力减速器

进行叶栅优化，利用自适应模拟退

火方法在 RSM 曲面上进行寻优，获

得优化解后对其结果进行验算，使

得其制动力矩较原型提升14.5%（见

图 8～图 9）。

上述研究工作成功应用于某重

型履带和轮式特种车辆辅助制动系

统，申请发明专利 2 项，部分理论

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Heat and Fluid 

Flow 等期刊上。

实验室条件建设 (图 10～ 13)

项目组结合“985”、“211”、“国

图 9 优化前后制动力矩对比

图 7 液力减速器三维集成优化设计流程图 

图 10 传动元件泵马达

   动态仿真试验台

图 11 大功率液力元件

   性能测试平台

图 12 液力元件流场

    观测试验台

图 13 传动元件电功率

   封闭仿真试验台

家级重点学科建设”、“传动系统

基础建设”等科研条件保障建设项

目，在液力传动研究方向构建了先

进的测试分析软硬件平台，具有良

好的从事相关科学研究的实验条

件。目前具有多刀片节点大型仿真

计算工作站、三维反求扫描与快速

成型系统、以及多种 CAD/CAE 仿真

软件的虚拟设计与分析平台等；还

具有车辆动态性能仿真试验台、大

功率车辆动力传动实验台以及 LDA

激光多普勒流场测试试验系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