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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2014 年，我国液压、气动、密

封行业，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围绕工信部关于加快

推进工业强基的指导意见，引导行

业企业加大调结构转方式的力度，

继续抓好稳增长和转型升级工作，

推进行业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

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行业克服了

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主要经济运

行指标小幅增长，行业技术进步加

快，一批行业重点新产品相继通过

验收并实现产业化。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 CHPSA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es have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 keynot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 in 2014. By surrounding around the document “Guidance o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which published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lead enterprises to increasing efforts 

on adjusting structure and transferring mode, continue to focus on stabilizing 

increa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put them onto the track of 

endogenous growth driven by innovation. We have overcome the downward 

pressure. Main economic operation index shows a slight increase tre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speed up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 group of key and new 

products have successively passed through acceptance check and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China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201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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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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4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 979亿元 ,同比增长 7.2％。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09 亿元 ,

同比增长 4.2％；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192 亿元 , 同比增长

7.1％；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277 亿元 , 同比增长

13.0％。

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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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

亿元 ,同比增长约 6.5%。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30 亿元 ,

同比增长约 4.0%；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206 亿元 , 同比增长约

7.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307 亿元 , 同比增长约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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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chieved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97.9 billion Yuan in 

2014, with a 7.2% increase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 50.9 billion 

Yuan, rising by 4.2%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19.2 billion Yuan, rising by 7.1%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27.7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3.0% year on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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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2015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gross value of industrial output 

is expected to reach 104.2 billion Yuan, with about a 6.5% increase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 53.0 billion 

Yuan, rising by about 4.0%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20.6 billion Yuan, rising by about 7.0%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30.7 billion Yuan, rising by about 10.7% year on year.

2010 ～ 2015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及预计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液压（含液力）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及预计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hydraulics industry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及预计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pneumatic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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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产品进出口情况

2014 年以来，由于境外市场需求拉动

及行业产品转型升级取得突破，行业产品的

出口逆势增长 ,进出口贸易逆差逐年减少。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额为 46.21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7.64%, 贸易逆差为 16.60 亿美元 ,

其中：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额

分别为 28.04、7.91、10.27 亿美元 , 贸易

逆差分别为 12.57、3.27、0.76 亿美元。

1. 产品进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 ,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31.41 亿美元 , 同比

增长 4.47％。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20.30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0.90％；

气动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5.59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9.64％；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5.51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3.87％。

2. 产品出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 ,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各类产品出口额为 14.80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5.04％。其中：

液压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7.73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7.75％；

气动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2.32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32.89％；

密封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4.75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4.30％。

Industry Import and Export Situation
A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drove by demand and industry made breakthroughs 

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products export has still shown a 

growth trend since 2014,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deficit has decreased each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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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s registered US$4.621 billion, increasing by 7.64% year on year, trade 

deficit is up to US$1.66 billion. Among them: import values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re up to US$2.804 billion, US$791 million and 

US$1.027 billion respectively, trade deficits are up to US$1.257 billion, US$327 

million and US$76 million respectively.

Industry impor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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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in 2014 is up to US$3.141 billion, increasing by 4.47%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up to US$2.030 billion, increasing by 0.90%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up to US$559 million, increasing by 9.64%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import value is up to US$551 million, increasing by 13.87% year 

on year.

Industry expor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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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y in 2014 is up to US$1.48 billion, increasing by 15.04%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up to US$773 million, increasing by 17.75%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up to US$232 million, increasing by 32.89%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export value is up to US$475 million, increasing by 4.30% year 

on year.

2010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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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及预计

Completion of tot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in terms of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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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2015 年气动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pneumatic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seal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三、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

内市场容量为 1082 亿元，同比增长 6.2%，分行业

如下：

液压（含液力）行业：2014 年国内市场容量

为 588 亿元，同比增长 2.8%；

气动行业：2014年国内市场容量为213亿元，

同比增长 6.3％；

密封行业：2014年国内市场容量为282亿元，

同比增长 14.1％。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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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is up to 108.2 billion Yuan 

in 2014, increasing by 6.2% year 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products) industry: 

58.8billion Yuan, rising by 2.8%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ndustry: 21.3 billion Yuan, rising by 6.3% year on year;

Seals industry: 28.2 billion Yuan, rising by 14.1% year on year.

2010～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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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to 2015

2010～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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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液压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The trend of import and export in hydraulics industry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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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运行特点

2014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

国家“强基”政策的支持引导下，

贯彻国家稳增长、调结构政策，

落实工信部“关于加快工业强基

指导意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行业转型升级、新产品产业化成

果显著。

一是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

整成效显著。

依托合肥机械研究院组建

的“机械工业机械密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广州机械科学

研究院承担的“广东省广机院

高端装备关键基础技术院士工

作站”；华德液压的“机械工

业液压传动与控制工程研究中

心”；燕山大学与华德液压合

作的“液压工业技术应用实验

室”；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工

程机械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试

验室；国家气动质检中心承担

的“气缸性能在线检测系统的

研制”等一批研发、检测、试

验平台项目的相继竣工和运行

夯实行业发展基础；太重榆液，

镇江液压，赛克思液压，中川

液压等企业在转型上做文章，

在升级上下功夫实现了产品升

级换代和从做产品到做服务的

转型。

Industry Operating Fe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es have carried out “stabilizing increase, adjusting 

structure” measures by the government policy of “Reinforce-Base Engineering”.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Guidance o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which 

published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has stepped up 

the pace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products.

1.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organizations, a group of project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tection, test platform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operated in succession, 

which lays a firm foundation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se are as follows:

(1) “Mechanical Industry Engineering ＆ Tech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Mechanical Seal”, which is based on Hefei General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

(2) “High-end Equipment ＆ Key Supporting Technology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which is based on Guangzhou Mechan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3) “Mechanical Industry Hydraulic Power Transmiss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which is based on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4) “Hydraulic Industr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aboratory”, which is based on 

Yanshan University, by joins hands with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5) “Engineering Machinery High-end Hydraulic Component and System Laboratory”, 

which is based on Tianj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6)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ir Cylinder Performance On-line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Center of 

Pneumatic Products.

…and so on.

In addition, by focusing on transmission and upgrading,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s have 

completed the process from product to service.

These are as follows:

(1) Taiyuan Heavy Machinery Group Yuci Hydraulic Industry Co., Ltd.

2010 ～ 2015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pneumatics products 

from 2010 to 2015

2010 ～ 2015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The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seals products from 201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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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业技术进步加快。

四川日机的“压水堆核电

站核二、三级泵用机械密封的研

究”；中广核和天津大学合作的“反

应堆压力窗口螺栓法兰联接系统

密封技术研究”；浙江国泰的“核

级阀用柔性石墨填料密封研究”

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

新材料研发并实现产业化，推动

了行业自主创新的步伐和产业化

的能力，提高了国产密封产品为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配套能力。

三是行业的标准化工作取得

显著的成果。

行业标准化工作逐步深入和

细化，标准体系基本框架进一步

完善。行业内企业参与标准制修

订工作的主动意识和积极性不断

提高，形成了以企业为基础、科

研院所协作的标准制修订工作程

序和制度，使标准制定真正实现

企业自主参与协商，使标准内容

更加注重先进性和适用性，使标

准在企业生产、开发、销售以及

产品使用、维护各个环节得到普

遍应用，在满足生产和市场需求

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水平。

四是行业关键产品自主研发

取得进展。

华德液压工程机械关、主液

压件产业化建设项目；北京机床

所电液伺服比例阀新产品；佛山

市中意液压大排量液压马达；国

泰密封高补偿性金属石墨复合垫

片、高强度耐油橡胶膨胀节、膨

体四氟板（垫）、碳化纤维盘根

四项新产品；上海人豪液压组合

式液压控制阀和组合式液压集成

控制阀块系统；北京亿美博数字液

压技术，浙大陶国良教授自主创新

(2) Zhengjiang Hydraulics Co., Ltd.

(3) Ningbo Wide Sky SKS Hydraulic Co., Ltd.

(4)  Shandong CCHC Hydraulics Co., Ltd.

…and so on.

2. Stepping up the pace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progress. 

The following projects with propriet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related to 

new products and new material, have been achieved industrialization. This has promoted 

the matching ability of seals products for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se are as follows:

(1) Sichuan Sunny Sealing Packing Corporation has completed the project of “Mechanical 

Seals Research of nuclear grade 2 ＆ 3 pump for PWR nuclear power plants”.

(2) China General Nuclear Power Corporation, by working together with Tianjin 

University, has completed the project of “The Sealing Behavior Technology Research 

for Bolt-Flange Connection System of Reactor Pressure Vessel”.

(3) Zhejiang Cathay Packing & Sealing Co., Ltd. has completed the project of “Flexible 

Graphite Stuffing for Nuclear Grade Valve”.

…and so on.

3. Achieving notable results in 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 

Industrial standardization has gradually gone deep and detailed, basic framework 

of standard system has further improved. Enterprise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revise work. By regarding enterprises as the foundation and 

coordinating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 working procedure and system of 

standard formulation has been shaped. 

By consultation with enterprises, they have really achieved to participate with self-

determined in Standard formulation, which brings about further advancement and 

feasibility in the content. Standards have generally been applied in all aspects of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use and maintenance, enterprises keep on improving 

themselves while meet request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

4. Making progresses in key products of industry with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ollowing enterprises have made a group of new progresses in key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hese are as follows:

(1) Project Name: Industrialization of Key and Main Hydraulic Components for 

Engineering Machinery.

Company: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2) Project Name: Electro-hydraulic Servo Proportional Valves

Company: BMTRI Precision Mechatronics Co., Ltd.

(3) Project Name: Large Displacement Hydraulic Motors

Company: Intra-Italia Hydraulics (Foshan Shunde) Co., Ltd. 

(4) Project Name: 

ⅰ .High Compensatory Metal Graphite Composite Gasket

ⅱ . Carbonized Fiber 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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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 Expanded PTFE Sheet (Gasket)

ⅳ . High Strength Oil Resistant Rubber Expansion Joint

Company: Zhejiang Cathay Packing & Sealing Co., Ltd.

(5) Project Name: 

ⅰ . Hydraulic Combined Control Valve

ⅱ . Hydraulic Combined Manifold Block Control Valve

Company: Shanghai Renhao Hydraulic Technology Co., Ltd.

(6) Project Name: Digital Hydraulic Technology

Company: AEMETEC Co., Ltd.

(7) Project Name: Ultra Low Power Electromagnet  

Company: Zhejiang University (by Professor Tao Guoliang, wit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o on.

5. Making Breakthroughs and accomplish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high-end products. 

A group of high-end products have been industrialized after verification test, which leads 

enterprises to taking the first step from large to strong, as well as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to 

practice the “Guidance o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These are as follows:

(1) High-end Product Name: Main Volve, Axial Plunger Pump, Rotary Assembly

Company: Shandong CCHC Hydraulics Co., Ltd. (CCHC)

(2) High-end Product Name: High Pressure Oil Cylinders,High Pressure Piston Pump

Company: Jiangsu Hengli High Pressure Oil Cylinder Co., Ltd.  

(3) High-end Product Name: Heavy Load High Rotary Speed Hydraulic Axial Plunger Pumps

Company: Foshan Keda Hydraulic Machinery Co., Ltd.

(4) High-end Product Name:Servo Valve, Proportional Valve

Company: Shanghai Radk-Tech Hydraulic Controls System Co.,Ltd.

(5) High-end Product Name: Load-sensing Multi-way Valves

Company: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6) High-end Product Name: Flow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Load-sensing Multiple Valves

Company: Sichuan Changjiang Hydraulic Component Co., Ltd.

(7) High-end Product Name: Hydraulic Proportional /Servo Cartridge Valves

Company: Shandong Taifeng Hydraulic Co., Ltd.

(8) High-end Product Name: RPV metal C-ring 

Company: Ningbo Tiansheng Sealing Packing Corporation

(9) High-end Product Name: RPV metal C-ring

Company: Suzhou Baohua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and so on.

Let us look ahead to 2016 with confidence!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guidance of 

“Made in China 2025” and “Reinforce-base Engineering”, with the startup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abroad" strategy which represented by “One Belt One Road”, industry economical 

operation still has the basic condition of running steadily. Production and sales growth will 

be expected to reach about 7%; export growth will be expected to reach about 15%, industry 

economical operating quality will be expected to improve to some extent.

的超低功率电磁铁等一

批关键产品、关键技术

研发取得了新的进展。

五是高端产品取得

突破并产业化。

中川液压主阀、液

压轴向柱塞泵、回转总

成；江苏恒立高压油缸、

高压柱塞泵，科达液压

重载高转速轴向柱塞泵；

诺玛液压伺服阀、比例

阀，华德液压复合传感

多路阀，长江液压分配

负荷传感多路阀；泰丰

液压比例、伺服插装阀；

天生密封核电 C 形环

密封；苏州宝骅核反应

堆压力容器 C 型环等一

批高端液气密产品在经

过验证试验后逐步实现

了产业化，这是液气密

行业实现由大到强转变

的坚实一步，也是落实

《加快推进工业强基指

导意见》的重要环节。

展 望 2016 年， 在

国家“中国制造 2025”

和“强基工程”发展战

略的引导下，以及以“一

带一路”为代表的走出

去战略项目的启动和实

施，行业经济运行仍具

备保持总体平稳运行的

基本条件。预测 2016 年

行业产销增速将可达到

7% 左右；出口增速预计

可达到 15% 左右，行业

经济运行质量将会有所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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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际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复

苏依旧艰难曲折，工业生产增长小幅加

快，贸易低速增长，国际金融市场波澜

不断，国际流体动力传动市场产销增幅

小幅上扬。现将国际流体动力统计委员

会（ISC）提供的相关国家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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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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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1000

8,571,496

6,912,968

1,791,540

2,830,000

1,009,800

610,540

360,000

407,000

202,953

178,740

129,054

19,567

17,300

465,548

321,000

884,831

1,260,000

88,466

294,710

26,355,513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瑞典 Sweden

芬兰 Finland

土耳其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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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ey o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4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y showed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recovery 

was still tough in 2014.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d slightly, trading 

volume kept on moderate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remained 

continuously fluctuat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extended a trend of small increase. The following tables are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ISC), the data is only for 

reference. Fluid power market statistical data in 2014 came from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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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sales volume can be seen table 2.

表 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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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1000

2,495,374

2,596,952

1,295,738

1,344,000

260,016

125,845

58,000

146,000

218,530

142,369

23,182

7,954

12,600

156,120

224,036

640,000

49,753

72,956

9,869,425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日本 Japan

德国 Germany

法国 France

瑞典 Sweden

芬兰 Finland

土耳其 Turkey

中国台湾 China Taiwan

瑞士 Switzerland

波兰 Poland

罗马尼亚 Romania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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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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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8 日  捷克

参观德国 ARGO-HYTOS 公司捷克工厂

2015 年 4 月 13 ～ 17 日  德国

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 Messe 2015）

访问德国施拉姆电磁传感有限及两合公司

访问德国 ETO 艾通集团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0 ～ 25 日  法国

参加法国工程机械展览会

（INTERMA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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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与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组织“中国

流体动力展团”于 2015 年 4 月 13 ～ 17 日参加 2015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并以“中

国展团”形式集中展示，得到展会主办方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参展企业通过参展获

取了丰富的信息、找到了市场定位、为今后发展找准方向。

2015 年 4 月 14 ～ 17 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应会员企业需要，还组织

了参观交流活动，分别完成了参加2015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与国际流体动力协会交流、

赴德国企业参观学习等任务，取得很好成效。应该说，这次赴德国参观交流活动得

到会员企业的关注和支持，对每位团员来讲是一次学习提高专业技能、技术水平难

得的机会；对企业来讲是一次培养专业人才、探讨合作共赢的机会；对行业来讲是

让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一次充满希望的交流。应展会主办方邀请，

协会会刊《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特派本刊编辑张婷婷随团参加了考察交流活动，

在此 , 我们将赴德国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会情况、国际交流情况和考察德国企

业情况、汉诺威所见所想分四个部分简要介绍给大家，愿与行业同仁分享。

走进欧洲 2015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参观考察纪实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祁金一

本刊编辑 张婷婷

INTO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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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是全球顶级、

世界排名第一的专业性和涉及工业领

域最大的国际性工业技术展览会 , 是

联系全球工业设计、加工制造、技术

应用和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平台，发

展至今已有 60 年历史，该展会被公

认为“全球工业贸易领域的旗舰展”

和“最具影响力涉及工业产品及技术

最广泛的国际性工业贸易展览会”。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主题每两年一

届，是 2015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的

重要主题之一。

2015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 4月

13 日在德国汉诺威市如期开幕，印度

为本届展会合作伙伴国，德国总理默

克尔和印度总理莫迪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讲话。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6500多家展商参展，

其中德国之外的展商占总数的比例为

56%，为历年最高；还吸引了大约 22

万观众前来参观采购，有近 1/3 的观

众来自德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打破

了以往的纪录。来自中国的参展企业

有 100 家，展出面积 1.3 万 m2，仅次

于东道主德国，展团规模和数量均超

过往届。

展会主题

今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以“融

合的工业 - 加入网络”为主题，并贯

穿旗下 10 个专业主题展：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

◆工业自动化展

◆工业零部件与分承包技术展

◆能源展

◆风能展

◆新能源汽车技术展

◆空压与真空技术展

◆表面处理技术暨欧洲粉末涂层

技术展

◆研究与技术展

◆数字化工业展

展会亮点

今年汉诺威工业展最大的亮点是

“工业4.0”，也就是第四代工业革命，

人们到处都能看到“工业 4.0”和智

能工厂的相关内容。工业 4.0 是德国

强国战略，作为老牌制造业强国的德

国，在信息化浪潮中却相比美国落了

下风，为了振兴德国制造业，并在美

国互联网和制造业巨头联合重新定义

制造业的背景下，德国利用自身在工

业软件、工业电子和制造技术方面的

优势，推出了工业 4.0 计划。德国于

2013 年发表了《工业 4.0 标准化路线

图》，组建了由协会和企业参与的工

业 4.0 平台，并将其纳入《高技术战

略 2020》中，工业 4.0 正式成为一项

国家战略。“工业 4.0”是基于信息

物理融合系统和物联网，追求一种智

能化的生产革命，其目标是建立具有

适应性、资源效率及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智慧工厂。举例来说，未来拥有“工

业 4.0”技术的智能工厂可以根据你

事先设定的个性化定制来生产你专属

的个性化产品，而所有的零部件都将

在一个流水线上完成，计算机会智能

选择材料进行生产并完成最终成品。

这种生产方式将使资源得到最合理的

利用，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人

第一部分 参观 2015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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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也能实现更安全的工业生产。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连提出概念的德

国也还在探索阶段，未来“工业4.0”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给人类的实际生

产活动带来哪些便利还无法预测。

中国流体动力展团简介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和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再次

联手合作，组织打造“中国流体动

力展团”集中展示，展出面积超过

500m2。是中国流体动力领域最大的参

展团组。汉诺威工业展主席科克勒对

中国企业参展给予很高评价。他说：

“近年来中国每年参加展会的企业数

量都在增加，说明中国企业有信心参

与全球竞争，向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

品和服务。同时，中国也借此展现出

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并释放希望成为

工业化国家的强烈信号。中国制造已

经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赢得

市场竞争，其创新能力正逐渐增强。”

我们看到中国展团中：上海大众

液压有限公司、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

限公司和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公

司精致特装的展台，展现了中国企业

优质产品、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体

现了中国展商参展理念的进步和企业

实力，产品展出效果突出；还有镇江

大力液压马达有限责任公司、海特克

液压有限公司、宁波博尔法液压有限

公司、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精艺

阀门管件有限公司、奉化鑫潮自动化

元件有限公司等展商都是参加汉诺威

工业展的老展商，凭借他们对汉诺威

展会的了解，以及对欧洲市场的了解，

展示出其最受用户欢迎的产品，收获

颇多。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和四川

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是首次亮相

本届展会，他们非常重视此次参展机

会，大连远景董元景董事长、四川长

江雷洪明董事长均亲自带队参展。

这里仅就中国展团的部分参展

企业展品以及他们的收获感受分享给

广大读者。

◆大连远景铸造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液压铸件。

董元景董事长谈感受：以前从

没想过自己的产品能卖到国际市场，

首次参展不仅接到了订单，也见识了

国外同行的实力和水平，增强了我们

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本次参展收获

颇多。

◆上海大众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高质量齿轮泵。

李胜娟谈感受：今年汉诺威工业

博览会的主题为“融合的工业—加入

网络”，在此主题之下，参展商展示

工业自动化和信息技术、能源和环境

科技、动力传动和控制、工业产品和

生产工艺及服务和产品研发方面的前

沿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工业4.0”、

增材制造、能源效率和智能电网等是

此次展会重点展示的工业潮流。

作为见证过近 10 年来每届涵盖

MDA 主题展会的展商，上海大众液压

技术有限公司（SDH），对 4 月 17 日

落幕的 2015 届，感触最深。

展会上，我们接待了 200 多位访

客，90% 是有效潜在客户。其中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

晓霞女士和德国理事 Mr. Christian 

H. Kienzle 光临我们展位，与我们亲

切交流，给我们鼓励和信心。

全球生产制造齿轮泵的品牌企

业，也莅临我们摊位，参观交流行业

信息。其中 SDH 自主研发、制造的

CMD-F325L87P7S 齿轮马达泵，在展会

期间，吸引多家为地铁、火车等移动

机械配套液压系统方案的国外客人的

关注目光和垂询洽谈。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作为全世界

开展工业领域间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

台，正在越来越更广泛地受到国际关

注。在液压传动的圈子里，我们的好

多业界资深老朋友，往年仅是参观者，

今年也设了展台，并开展一些与国际

同行的学习交流。

今年是印度年，广告宣传做得十

分到位。印度的展商也比往年多。作

中国展区一隅

参观考察团合影

走访中国气动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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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来自同是制造业大国的我们，备感

压力。需要提升差异化竞争，才能在

惨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展出产品：液压多路阀、齿轮泵

/马达、液压缸等。

王德华谈感受：本届博览会中的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有 10 个

展馆，是10个主题展中规模最大的，

体现了其在工业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其中液气密占一半，主要知名公司力

士乐、伊顿、派克、布赫、丹福斯、

贺德克、洪格尔等有参加，展出的油

缸、齿轮泵品种较多，但新品不多，

着重体现成套或系统解决方案。而工

业自动化展为本届展览的第二大规

模主题展，主要展示智能自动化，已

从程序化向人机交互对话智能方向发

展，的确体现工业 4.0 时代已然到来

了。在焊接、包装、转运、上下料广

泛应用，甚至展示有机器人作菜，在

上下料机器人实现先通过照相识别后

自动寻找抓取零件，不需要固定位置

摆放零件，可更一步减少人的干预和

辅助。

◆宁波市博尔法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电磁球阀、高压球阀、

多路换向阀、双向液压锁、卸荷溢流

阀等。

◆德州宇力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装载机液压缸、挖掘

机液压缸、路面机械液压缸、建筑机

械液压缸、特种液压缸等工程液压缸

产品和超高压液压泵站、工具油缸、

元件、千斤顶等超高压液压产品。

 

◆海特克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变量柱塞泵/柱塞马达、

叶片泵、液压阀、多路阀等系列产品。

◆宁波莱科液压器材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液压软管接头、过渡

接头和软管总成等产品。

◆宁波茂盛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过滤元件、消声器等。

◆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各类高品质液压插装

阀及系统阀块。

◆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液压泵。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BM 系列摆线液压马

达、JMDG 系列曲轴连杆径向柱塞液压

马达、QJM 径向钢球液压马达、全液

压转向器、斜轴式轴向柱塞液压马达、

NGM 系列摆缸液压马达、液压回转传

动装置、液压绞车绞盘等。

◆宁波盛达阳光气动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空气处理设备、电磁

阀、气缸及气缸附件、接头和管子等。

◆台湾爱之福密封 -EDSV

展出产品：橡胶 O 形圈（各国标

准）、X型圈、橡胶挡圈、聚氨酯油封、

骨架油封、管接头密封件、组合垫圈、

斯特封、格莱圈、泛塞封、橡胶球、

橡胶 U 形圈、橡胶平垫片及橡胶杂件

等客制化产品。

◆浙江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产品：气缸、电磁阀、气动

元件、气源处理件、气动接头、气管等。

第二部分 国际交流活动

PTC 展会主办方高层会议

2015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期 4 月 14 日上午，应德国

汉诺威展览公司邀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

事长程晓霞女士和专家张海平博士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展

馆会议室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级副总裁裴喜先生、高

级项目经理福瑞克先生、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桦女士等亲切会谈。就 PTC ASIA 创新发展和

PTC ASIA 2015 组织工作、搭建高新技术展区和组织国际技

术报告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和提升展会服务水平等重

要事宜进行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PTC 展会主办方高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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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与交流

2015 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

间，协会应邀拜访了德国洪格尔公司

展台。在公司负责人 Hunger 女士的

热情接待下参观了公司展出的新产品，

还就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事宜进行了

深入交流。展期还参观了伊顿、贺德克、

博世力士乐、派克等知名国际液压企

业展台和 MDA 流体动力技术论坛；还

与意大利媒体客商就协会杂志市场宣

传等事宜进行交流；展会期间协会还

走访了中国展团展商客户，与他们交

流沟通，听取他们的参展感受和建议。

国际流体动力峰会

2015 年 4 月 14 日下午，由德国

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流体

动力分会组织召开的“国际流体动力

峰会”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CC会

议中心举行。来自中国、比利时、法国、

意大利、印度、荷兰、日本、塞尔维

亚、斯洛文尼亚、瑞士、波兰、土耳

其、英国、美国、德国等全球重要的

流体动力协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同业

工会的代表应邀出席峰会并作交流，

峰会由德国 VDMA 流体动力分会董事

局主席 Christian H.Kienzle 先生和

汉诺威展览公司高级副总裁 Wolfgang 

Pech 先生共同致欢迎词。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经济与统计事务部 Anke 

Uhlig 女士首先就“全球工程机械装

备设备行业新形势”作报告；国际统

计组织委员会（ISC）主席 Amadio 

Bolzani 博士在峰会上就“世界流体

动力统计分析”作报告；各国协会代

表就“世界范围流体动力市场趋势”

作交流发言；最后由德国 VDMA 流体

国际流体动力峰会

动力分会董事局主席 Christian H. 

Kienzle 先生代表大会组织方作结束

语并宣布下届峰会将在 2016 年中国

上海 PTC ASIA 期间召开。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程晓霞女士、专家委员会特别

顾问张海平博士、展览与外联部祁金

一女士代表协会应邀出席峰会，张海

平博士就“中国流体动力产业发展现

状和趋势”作交流发言，他介绍了中

国流体传动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上

升趋势，为与会者分享了中国流体传

动产业在未来发展中将保持稳定持续

的良好态势，得到与会者的肯定。

为了让行业同仁了解世界流体

动力产业发展情况，我们将国际统

计组织委员会（ISC）主席 Amadio 

Bolzani 博士在峰会上的发言内容做

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从展会看国际流体动力产业

发展趋势

ISC 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全球主要

国家和地区流体动力产品及市场情况

做了数据统计分析：2000 ～ 2014 年

主要国家和地区流体动力产品本国市

场销售额（表 1）；液压、气动行业

2014 年对比 2008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

区所占市场份额（图 1）；2014 年全

球液压、气动产品市场组成（图 2）；

2015/2014 液压、气动市场订单和销

售增长幅度预测（图 3）。（见后）

表 1 阐述了从 2000 ～ 2014 年，

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及台湾地区

的销售额走势。美国和日本在 2000

～ 2008 年间受经济危机影响一路下

滑，但 2008 ～ 2012 年美国经济复苏

明显，2014 年走势继续稳步上行，

日本则进入持续疲软下行趋势；欧盟

2000 ～ 2008 年受益于经济一体化，8

年间增长了近 50% 的销售额，但近几

年受中国、巴西、印度等国家崛起影

响，市场逐步出现萎缩，在 2014 年

开始出现小幅回升；中国台湾则一直

维持在 4 亿欧元左右的销售额，上下

小幅波动；2000 ～ 2011 年中国流体

动力市场销售额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从

2000 年的仅仅 5 亿欧元，到 2011 年

达到 86 亿欧元，近些年来市场趋势

开始逐步企稳，保持着每年近 10% 的

增幅，2014 年度受国家政策调整，上

行趋势逐步开始放缓。 

图 1 中对比了 2008 ～ 2014 年主

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化：

欧盟在液压市场从 44% 降至 32%，气

动市场从 41% 降至 34%；美国在液压

市场从 29% 增长至 33%，气动市场从

21% 增长至 25%；中国台湾在液压市

场和气动市场都保持了 1% 和 2% 的份

额不变；日本在液压市场从 10% 下降

至 7%，气动市场从 21% 降至 13%；中

国在液压市场从 16% 增长至 27%，气

动市场从 15% 增长至 26%。

图 2 中饼图形象展现了 2014 年

全球液压、气动产品的市场构成百分

比情况。

图 3 中 2015 年对比 2014 年，各

国对于液压和气动市场订单和销售情

况预测都比较乐观，均给出了不同程

度的增长或持平预测。

以下就是国际统计组织委员会

（ISC）为我们带来的统计数据分析，

从分析中可见：国际市场中的变化

和发展以及需求，同时，也为中国

流体动力企业开辟国际市场提供了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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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014/2008 年度液压市场份额                               （b）2014/2008 年度气动市场份额

图 1  液压、气动行业 2014/2008 年度主要国家和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a）2014 年液压产品全球市场组成                                     （b）2014 年气动产品全球市场组成

图 2  2014 年全球液压、气动产品市场组成

        （a）2015/2014 液压市场订单和销售增长幅度预测（%）                 （b）2015/2014 气动市场订单和销售增长幅度预测（%）

图 3  2015/2014 液压、气动市场订单和销售增长幅度预测（%）销售额同比增减幅度（%）

注：2013 年
和 2014 年数
据较上年度
发布的数据
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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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赴德国企业交流

参观德国施拉姆电磁传感有

限及两合公司

2015 年 4 月 12 日上午，应德国

施拉姆电磁传感有限及两合公司邀

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

理事长程晓霞、专家张海平博士率队

赴德参观团团员代表一行 14 人访问

了位于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代根豪

瑟塔尔的施拉姆电磁铁有限及两合公

司，得到公司高层领导的热烈欢迎。

上午 9:30，在施拉姆公司会议

室，公司董事长 HARDY GRANDL 先生、

营销总监 JENS PREETZ 先生和施拉

姆电磁传感技术（扬州）有限公司总

经理范毅先生与代表团团员亲切会面

并热情交流。

董事长 HARDY GRANDL 先生首先

代表公司向中国代表团的来访致欢迎

词。营销总监 JENS PREETZ 先生首先

介绍了施拉姆的管理团队、公司起源、

企业发展现状以及产品特色。

施拉姆公司 1975 年成立，专门

负责研制电磁铁产品，1995 年进行

了股权重新分配，成为股份制公司，

2000 年公司搬到现在的地点，2001

年公司拥有了第 2 个装配车间，2006

年继续扩建至现状。2012 年增加了液

压产业事业部。2014 年在亚太地区进

行扩展，于中国扬州广陵产业园成立

了第 1家海外分公司。 

施拉姆产品的应用领域方面，

汽车产品的比重达到 50%，工业占

到 42%，另外还有医疗和食品工业占

到 8%。费斯托、诺冠、WMF、布赫、

PARK、力士乐、伊顿、通力电梯等都

是施拉姆的客户。施拉姆公司产品的

一个特色是会根据客户的要求直接进

入客户的系统，而并不是纯粹标准的

配件。同时定制的批量并不需要想象

中的那么大，很小的批次就可以。很

多产品外观看起来一样，但产品内部

会有一些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的调

整，这是产品最终品质的保证。比如

布赫有一款四通径的比例电磁铁，外

观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其实有 50

个不同的款型。

在德国，施拉姆公司生产的比

例电磁铁在业内是非常出名的，其工

业液压领域里的产品 80% 都是比例

电磁铁。要生产好的比例阀，就必然

要用好的比例电磁铁。所以在德国，

有很多客户到施拉姆公司来采购应

用在高性能比例阀当中的电磁铁。这

些比例电磁铁都是按照客户的要求

定制安装尺寸、产品功能以及曲线图

的。其中销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是

带 LVDT内置位移反馈的比例电磁铁，

有 6 通径和 10 通径的，其尺寸只有

常规的一半左右，而且是按照曲线图

预调好的。

营销总监 JENS PREETZ 先生还介

绍了施拉姆电磁铁的许多典型有趣的

定制应用：比如扶式电梯紧急制动用

的抱闸式电磁铁；而应用在呼吸机上

的电磁铁，对患者的生命至关重要，

可靠性的要求是极高的；世界最大的

管风琴是在美国的迪士尼乐园，这个

管风琴演奏系统里有十万个电磁铁。

应用于医疗和食品工业，以及医药领

域的清洁装置，比如血液透析机，同

样规格的产品 wmf 的咖啡机。甚至包

括潜艇用的没有放射性电磁波的一款

电磁铁。

随后双方就电磁铁产品定制方

式、时间、品质保证等进行了热烈的

交流。

在营销总监 JENS PREETZ 先生和

范毅先生的亲自陪同下，代表团参观

了公司的设计部门、制造车间、试

验检测部门。JENS PREETZ 先生说：

对于客户定制的最大的艺术就是能

够快速地反应以及灵活地转换生产。

而施拉姆的车间、场地等就是这样

一种快速灵活的生产模式。应该说

施拉姆公司对场地的合理应用做到

了一个极致，这给参观团留下极其

深刻的印象。 

交流结束后，双方就相互关心的

技术、产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程晓

霞副理事长代表考察团向施拉姆公司

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赠送纪念品，

并合影留念。

参观德国施拉姆电磁传感有限及两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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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展会所见所想

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汉诺威博览会，我们特地向参

观考察团员们约稿，将他们的所见所想分享给广大读者。在此，对他们辛勤的工作表

示忠心的感谢！

参观德国 ETO 艾通集团限公

司

2015 年 4 月 12 日下午，应德国

艾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邀请，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程晓

霞、专家张海平博士率赴德参观团团

员代表一行 14 人访问了位于德国南

部 Stockach（施托卡赫）的 ETO 艾通

集团限公司，得到公司高层领导的热

烈欢迎。

艾 通 集 团 总 裁 Dr.Michael

Schwabe 先生首先代表艾通集团欢迎

考察团的到来，他说：很高兴在这里

欢迎你们！我刚刚才从中国回来，对

中国人的好客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

去过中国很多次，对中国的发展前景

抱有希望，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加深我

们的友谊，今后再进一步相互访问。

之后，艾通集团副总裁Schahier 

EI-Garrahi 先生向考察团介绍了艾通

集团的起源、企业文化、产品构成以

及在全世界的发展情况。

艾通电磁公司创始人 Laur 夫妇

1948 年建立了工厂，因为他们没有后

人，到 1968 年建立了基金会，这个

参观德国 E T O 艾通集团限公司

基金会管理整个艾通集

团。集团下面有 7 个工

厂，分别设立在德国、

波兰、美国、中国（昆

山）和印度。这个基金

会的目标是保持集团声

誉和职工福利，盈利不

是它的目标。正是由于

基金会的缘故，虽然在

2008 年销售额大幅度下

降，但人员下降很少，2008 年之后，

人员继续增加，销售额也迅速增加。

2013 年艾通德国 Stockach 工厂的销

售额是 1.4 亿欧元，中国昆山工厂的

销售额是 650 万欧元。

艾通的主要产品有：电磁铁和少

量特殊的电磁阀、传感器、以及用户

需要的一些阀用集成块。主要有三个

重点应用领域：第一个是卡车，卡车

上面有很多部分都有艾通的产品，基

本上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卡车都有艾

通的产品；第二个是轿车，包括很多

自动挡轿车的传动器、空气过滤系统；

第三个部分是工业，所有不属于车辆

的就归在这个部分。

接下来艾通公司负责质量管理的

Heinz-Joachim Brehm 先生介绍了公

司的品质管理系统。品质管理包括三

个部分：顾客管理、内部的测量等管

理和整个品质风险管理系统。

德国 Stockach 工厂有 10 个员

工专门负责顾客管理，顾客提出来的

要求在这里分析确定后转到采购部，

采购部再把这些要求转化为对供货商

的要求。在采购部，负责控制采购质

量的有 17 个人，在全球其他几个工

厂也都有采购质量控制人员，整个采

购品质管理通过互联网连在一起。全

球各地的艾通公司使用相同的测量仪

器、测量方法，获得的数据全球联网，

统一评价标准。

在Stockach工厂的生产过程中，

5 个员工专门负责测量，3 个员工专

门负责工具管理，这里有 8000 件检

查产品的工具，2 个员工专门负责错

误分析，1 个员工管清洁度的问题，

德国有个清洁度标准，艾通也是这个

标准的起草者之一。

中国昆山工厂的质量检验过程，

整个规定也是 Stockach 工厂的一个

质量管理员编制的，所有的质量管理

制度在全世界的ETO工厂都是一样的。

在负 责 质 量 管 理 的 He i n z -

Joachim Brehm 先生陪同下，代表

团参观了公司的制造车间、试验检

测部门等。工厂的高度自动化使参

观团深刻体会到了两国制造业上的

巨大差距。

参观后，程晓霞副理事长交流时

表示：“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业 4.0 就

在身边，看到一个专业化的工厂是如

何迈向先进制造业的，艾通是德国清

洁设备标准起草单位之一，在产品的

一致性方面，让我们学习到很多管理

经验，同时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们

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技术人员的保护，

艾通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之后双方

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座 谈 交 流 后， 程 晓 霞 副

理 事 长 代 表 考 察 团 全 体 向 总 裁

Dr.MichaelSchwabe先生赠送纪念品，

大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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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一样，通过博览展览会，

让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

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展会

的效应，触发了我们不少的启示。

◆展会彰显了“求真务实”

从本届展会不难看出，尽管近

年来世界经济的复苏依然缓慢和不明

朗，但工业界对于新技术的渴望，对

于寻找行业应用解决方案的热情始终

不减。各参展商不遗余力的创新精神

和创新产品的宗旨成为了展览会巨大

的凝聚力。展会作秀的节目少了，交

流的会场多了，接待的礼仪少了，专

业的研发人员多了，走马观花的少了，

探索问题的人多了。这印证了“有装

备问题，请到汉诺威展会来”已经成

为展会的标志深入人心。

◆在线展示模式是未来展览会上

的新生态与趋势

本届展会的展商特别是那些世

界知名的企业像 BOSCH、SIEMENS、

E A T O N、P A R K E R、M I T S U B I S H I 

ELECTRIC 等，一改往昔的大兴土木建

设大型展场，展出大量的实物产品，

取而代之的是添加了大量的平板电

脑，利用网络来展示技术和产品，以

及与顾客沟通与交流。笔者认为用这

种展示模式，一是投入少，效果佳，

符合现如今世界经济促使我们必须

“厉行勤俭节约”的要求；二是辐射

范围广，不受空间限制，便于利用企

业的所有资源提供更多智慧与手段为

顾客服务；三是优化对接，改变传统

线下展会无序匹配状况，进行智能优

化匹配，参展方可根据自身需求，迅

速选择匹配资源进行对接，大大提升

整体对接效率；四是沟通便捷，实现

直接洽谈，在线同步对接，交流的即

时性与互动性很强；五是效果可控，

可及时了解对接动态，把握对接进程，

捕捉对接信息，体现在线的实效性；

六是曝光显示度高，在线展示可在线

下设置户外或展厅大屏幕同步显示，

吸引领导、媒体和群众眼球，同时，

还可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实时报道，将

曝光度和显示度最大化。可以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展览会的在线展示及

其技术，将越来越被人们所青睐，成

为展览会上展示交流沟通不可或缺的

“神器”。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及节能、

智能、环保和自动控制依然是当前或

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工业技术发展的

主流

从本届展会上我们不难看出，在

引领世界工业革命性的技术的发展方

面没有多大变化，这也就预示着世界

工业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的到来尚需时

日。然而，人类追求创新发展，探究

未知世界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围绕

主题，本次工博会在新材料、新技术

的应用及节能、智能、环保和自动控

制技术上有许多的看点。

首先，在新材料方面，本届展会

展示了许多化工新材料、轻金属材料、

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石墨材料、纳

米材料等等，以及它们的制品。它同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一起成为了 21

世纪最重要和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图 1 是某公司展出的陶瓷弹簧，陶瓷

弹簧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

等其他材质的弹簧所不具备的特有性

能。图 2 是某公司展出的农作物工业

制品和添加剂，农作物有着天然环保

及其他物质无法比拟的化学和物理特

性，如用它生产的建筑材料，一方面

可变废为宝，另一方面绿色环保，同

时还具有极佳的保温和抗老化功能。

其次，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增效节能的控制系统越

来越被世人所重视，从工业设备、交

通工具到液压系统的集成无处不在，

体现增效节能的变革。图 3 为某公司

展出的近乎永动的自行车。它通过巧

妙的驱动机构和带有能量储存与释放

功能的“绳子”，使其成为了一台近

乎无需人踩蹬骑行的自行车，图 4 是

某公司展出的液压能量回收伺服装置，

该装置在上升过程中通过液压系统将

电能转变为机械势能，在下降过程中

则将机械势能变成电能输回电机。

再则，在“智能工厂及智能生产”

方面，现场机器人、变送器、传感器

等的智能化，速度愈来愈快的控制系

统，使得工业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更

广泛，控制对象更大、更复杂，控制

范围更远、更精准。一个具有高效、

智能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网络系统正在

形成，而且这个思路不断地在成熟，

所开发的新产品也越来越多。智能化

生产系统及过程，网络化分布式生产

设施的实现，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

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 3D 技术在工

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正在走向和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

总之，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

极其复杂、关键的阶段，传统发展方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沈先锋

图 1 某公司展出的陶瓷弹簧

图 2 某公司展出的农作物工业

制品和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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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面临打破，新的发展模式亟待确立，

孕育新一轮技术突破，催生新一轮产

业变革，创造新一轮发展需求，整个

业界发展面临变革。低碳经济、智能

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以及信

息技术的集成应用，无疑将成为经济

腾飞的新的引擎。

图 3 某公司展出的近乎永动的自行车

图 4 某公司展出的液压能量回收伺服装置

博览会的场景就像一个静谧的大

学，安静的场馆与有序的人流引导我

们走入一个个不同的学院：动力传动

与控制、工业自动化、数字工厂、能

源与风能、工业零配件等近 10 个专

业展。

现代化、数字化、精致是各个行

业产品留给我的印象，同时看到国内

展品与他人的展品存在的不足也不免

有强烈的落差感。有许多的为什么在

思考中。为什么是汉诺威？为什么是

德国？当你仔细体会德国的各个看到

的角落后：尽管只是环境、人居和交

通，您自然有了答案。

在汉诺威，真正把人类的生活

带入美好和幸福的是他们至臻完美

的产品，从感观到实际使用价值都

是如此。根本没有所谓低端产品进

入展馆展出。是一种契约、一种敬业、

一种文化上的碰撞、一种价值观的

不同。

制造业的根本是有效地解决人

类的生产力，为带来高效、满意的

成果而生，他需要创造者自觉、周

密、进取的敬业精神，贯穿“利他”

的原则在各个层面，犹如德国的环

境与交通。

“德国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

国家”。看到郊外几乎一望无际的麦

田、牛群后你会相信，当你几乎看不

到工厂厂房时你会相信。

中速平稳的高铁体现德国的稳

健，慕尼黑市中心的鸽子在你脚下与

你同行和你一起打滑时，只有淡定与

和谐。当你路过小镇或住在小镇，新

鲜空气、静静的湖水和你相拥时，生

活就是如此简单。它的城堡、教堂墙

上的线条与符号竟是他们生活的文化

与思想。这就是德国，欧洲现代工业

文明的象征。人类宜居的典范，幸福

感的体验，国人的震撼！我们向往之，

我们努力之，我们共勉之。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组

织的本次参观团，均为 60、70 后，

长期在各自所处行业内摸爬滚打，都

经历过 21 世纪初 10 余年液气密制造

业牛市、年年高歌猛进，但随着近 2

年的急剧冷却，更多的是企业生存的

艰辛：直接成本的上升、人员的短缺，

尤其年轻人对制造业的冷漠、同业的

恶性竞争、国外一流企业巨大的品牌

差距等等 。

与国内的 PTC ASIA 展和“上海

宝马展”的“热闹”相比，也许汉诺

威工业展（液气密部分）显得冷清，

国内参展企业更多还是希望能以仿

制或者更低的价格吸引一些参观者，

反观欧美国家相关参展商更多些大

气和精致，也许他们很多还是某个

小行业内的隐形冠军。深切感受到

国内液气密行业迫切需要一面旗帜，

需要这面旗帜来带动液气密整个行

业的提升。

我们参展团参观了德国某电磁铁

生产企业，企业也并非我们国内所常

见的所谓花园式工厂，紧凑、简朴、

井然有序；超高的自动化程度、稳定

的高效率；对细节的重视，对质量管

理程序上的苛求；安全意识，甚或对

保密工作的严苛，甚至刻板；默默奉

献于每个岗位的专业工作人员……。

德国工业的强大更多因为有了这样一

大群中小企业的支撑，它们是许多分

支行业的领导者。在体会一个个细节

的同时，越发感觉到我们国内整个行

业的浮躁、无序。

确确实实我们液压等基础件行

业和世界一流企业有着巨大的差距，

需要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来

尽力缩小差距，我们也许学习了很多

国外编译的管理著作，也许了解了很

多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轨迹，但百闻

不如一见，我们应该多去看、去学

习、去思考，扎扎实实地做好我们各

自的工作，提升基础件行业的整体层

次，形成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

精神。

在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和人力

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响下，传统制

造业普遍面临困境，转型升级势在必

行，但究竟该如何做才能够成功转型

并摆脱困境是每个企业管理者在日夜

思考的问题。本次参观德国汉诺威博

览会以及几个德国企业为我们寻求这

宁波克泰液压有限公司  

朱国胜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  

杜小泉 倪建华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姜洪 孔晓武



97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5 年 PTC 增刊

个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下

面谈谈我们的两点感受与想法。

◆工业 4.0 为中小企业降低生产

成本和提高生产质量指明了发展道路

与方向

人工问题是困扰中国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个问题又包括人

工成本和人工素质两个方面。目前，

中国制造业工人工资已经远远高于东

南亚国家，如果考虑生产效率的因

素，中国工人工资已经与欧美发达国

家相当甚至更高。另一方面，新生劳

动力的素质与传统制造业岗位的需求

相背离，使得生产质量不但无法实现

持续性提高，有时甚至每况愈下。从

受教育程度和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看，

新生劳动力素质在提高，但是从吃苦

耐劳及服从性看，新生劳动力素质在

下降。这是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发

达国家在其发展道路上也遇到过类似

问题，企业要发展只能转变机制顺应

趋势。

本届汉诺威博览会展出重点是

与工业 4.0 相关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工业 4.0 是通过将信息技术、物联网

技术及自动化技术相结合，大幅减少

传统机械加工中的管理成本和人工成

本，使制造企业管理人员关注的重心

从生产转移到以客户为中心，即时了

解客户的需求和设计符合需求的产品

上来。

从中国大多数制造型企业的现状

看，要一步达到工业 4.0 所描述的前

景目标都是不现实的。但并不能因此

认为工业 4.0 是一个理想化概念而没

有实际用途，工业 4.0 为生产制造型

企业解决生产成本和生产质量问题指

明了发展道路和方向，其实现过程可

以是循序渐进的。企业管理者首先应

加深对工业 4.0 前景目标的理解，在

这个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现状制定循序

渐进的发展规划。通过参观几家德国

企业，我们可以得到开展具体工作的

一些思路，例如：1. 按工业 4.0 前景

目标对传统生产线的物流布局进行优

化；2. 在不降低生产线灵活性的前提

下尽可能采用自动化设备；3. 对每一

个生产工序的关键数据采集实现网络

化、信息化管理。对不同企业而言，

上述工作在具体实施时会有所不同，

企业应组建专门团队对现有生产线的

改进需求进行归纳总结，然后通过自

主研发或对外合作形式制定和实施改

进方案，这一过程应是长期和持续进

行的。

◆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必由之路

与国内展会大量展出相互类似的

产品不同，New & Innovation（创新）

是在汉诺威博览会欧洲企业展区看到

频率最高的词汇，虽然很多创新产品

仍然还处在概念阶段，但仍然吸引了

大量的关注。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展区

则是“门前冷落鞍马稀”，问题的根

源在于缺乏创新。以往我们国内企业

参展的主要目是展示加工制造能力，

通过相对较低的价格赢取外贸定单。

随着国内人工成本的上升和环境保护

力度的增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

了尽头。企业转型升级的含义之一就

是从低利润的加工型企业向高利润的

创新型企业转变。而在高端制造产业

链中，企业更重视的是合作伙伴的创

新设计能力。虽然从短期发展看，产

品创新由于投入大、见效慢，很难快

速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从

转型升级角度看，通过展出创新产品

能够有效改善企业形象并提升品牌价

值，从而为进入高端制造产业链奠定

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工业 4.0 时代来

临，加工制造能力对企业核心竞争力

的影响会逐步降低，企业工作重心转

移到快速掌握市场需求并设计创新的

产品。单纯依靠制造能力赢得订单的

传统发展模式不符合先进制造业的发

展趋势。因此，企业应在新产品设计

和参展产品选择上更加强调创新性，

这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2015 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对我

们感受有两点：

1.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所展出

的新品，体现了机、电、液多种技术

相结合，说明了液压技术与控制技术、

计算机技术等进行优势优化是液压技

术发展的一个趋势，电液比例与伺服

技术进入更为广泛的领域，液压主机

执行元件适应了高精度、高速度、大

动力等多种要求。

2.工业自动化展。预示着以智能、

网络、信息、社会化协作的智能制造

工业 4.0 时代已经到来。

观展的业内人士在观展后，大都

会谈到我国液压技术同发达国家的差

距以及工业 4.0，对于差距这一客观

事实，我们认为有三点：

1.国人应借鉴德国人认真、严谨、

专注、执着的科学求索的态度；

2.企业须有人才的发展及储备的

线路；

3.国内工业更应着重基础工业技

术（如材料、工艺、功能关键部件等）

的发展，积极跟进，自主创新是缩小

差距勇于赶超的唯一途径。

2013 汉诺威工业展，德国推出

工业 4.0，中国随后也制定了 2025 中

国制造战略，各制造企业也做好了转

型升级的准备，但对于 4.0 仍会有较

多企业还未走 2.0、3.0 过程，不能

盲目搞 4.0，只要具备了世界先进的

材料制造技术、工艺技术、装备技术、

信息技术，工业4.0就会进入制造业，

就会用最佳的智能方法为用户定制优

良的产品。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李泰林 孟凡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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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霞 副理事长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张海平 专家委特别顾问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李泰林 总工程师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孟凡朋 副总工程师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杜小泉 副总经理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

倪建华 副总经理 江苏恒源液压有限公司

沈先锋 部门经理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单位

★写在展会后★ 

积极的融入  重要的力量

2015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已成功落

下帷幕，但其影响力和取得的成果以

及为世界流体动力同仁合作共赢搭建

的创新与发展的最佳交流平台，再次

彰显出他独特的魅力，也再次载入汉

诺威工业博览会的历史篇章……。

翻阅历年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总结报告时，清晰地呈现出中国

流体动力展团在十年里连续六次组团

参展的经典数据：

历年中国流体动力展团参展面

积：2005 年 177 ㎡；2007 年 302 ㎡；

2009 年 500 ㎡；2011 年 500 ㎡；

2013 年 500 ㎡；2015 年 500 ㎡。

这些数据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

国流体动力展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成长脚步。告诉我们：中国流体动

力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发挥

出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成为汉诺威工

业博览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在此，我们真诚地感谢行业企业

对我协会组织 2015 赴德参加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参展、学习工作的支持！

感谢行业专家不辞辛苦，默默无闻 ,

为此作出的积极努力！感谢团员们一

路同行、一路相伴、共同进步的默契

配合！感谢为世界流体动力产业发展

付出辛勤汗水的同仁朋友们！

虽然展会上的交流是短暂的，但

是展会后的交流却仍在继续……。

坦诚的交流  真诚的合作

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汉诺威

工业展会后不到 1 个月，德国施拉姆

电磁传感有限公司高层管理董事长

HARDY GRANDL 先生、营销总监 JENS 

PREETZ 先生和施拉姆电磁传感技术

（扬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范毅先生就

风尘仆仆来到中国，分别回访了参加

本次交流活动的泰丰液压、圣邦液压

等部分中国液压企业，针对相互关心

的话题对话交流。

2015 年 5月 7～ 8日德国施拉姆

电磁传感有限公司高层在协会领导亲

自陪同下，专程来到河南安阳，对安阳

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回访交流。

这次交流活动得到中德双方企业

领导高度重视，安阳公司董事长梁星

火先生热情接待了德国客人，双方从

战略层面探讨了优势互补前提下的未

来发展与合作。围绕“电磁技术的优

化方案、如何提升产品系统品质”等

相互关心的话题展开学习交流，参观

考察安阳工厂的生产制造后，德方给

予很好的评价，并表达出共同发展、

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望。坦诚的交流，

让中、德双方彼此加深了解，增进了

信任感，取得共识，收获颇多。

我们相信：优势互补是世界流体

动力企业共同进步的最佳途径，合作

共赢是世界流体动力企业健康发展的

美好愿望！

期待……

我们期待 2017 年汉诺威工业博

览会的再次成功举办，期待能在展会

中学到更多的知识、获取更多的信息、

争取更多的合作。期待更多、更有实

力的中国优秀企业再次融入德国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这个世界大家庭，为中

国流体动力再添光彩。

德国施拉姆公司展后回访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姜  洪 总经理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孔晓武 副总经理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朱国胜 总经理      宁波克泰液压有限公司

姚海峰 总经理      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罗占涛 副总经理     浙江华益机械有限公司

张婷婷 编  辑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

祁金一 外联助理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姓名  职务             单位

赴
欧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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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成
员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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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工程机械展览会参展感受
  本刊记者  万磊       

2015 年法国工程机械展览会

（INTERMAT 2015）于 4 月 20 ～ 25

日在法国巴黎北郊维勒班展览中心

成功举办，作为今年的国际工程机

械行业盛会，本届展会取得了不菲

的成绩。

该展会创办于 1988 年，已举办

了 9 届，每 3 年一届，和德国慕尼黑

宝马、美国拉斯维加斯工程机械并

称为世界三大工程机械展。展会由

S. E. INTERMAT 公司联合法国设备

产业专业公会（CISMA）和法国领先

的展会主办机构——高美爱博展览集

团（SEIMAT）共同举办。该展会在欧

洲 -中东 -非洲（EMEA）地区拥有独

一无二的地位，一直以来 , 吸引了众

多法语区国家的正在为基础设施和建

设工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项目管理

方、业主和企业负责人。

INTERMAT 2015 将国际化多边商

务合作的大平台完美地奉献给所有参

展商。据官方数据显示，本届展会共

吸引了来自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10

名参展商参展，展出面积 37.5 万 m2，

第一部分 展会概况

国际参展商占 64%。共计 18.3 万多名

观众观展，其中 46% 的观众是来自建

筑建设承包单位，22% 的观众来自机

械制造企业，21% 的观众来自机械进

出口公司，超过 65% 的观众为企业的

决策层或领导层，大部分的观众均为

企业的终端用户。令人满意的是，展

会有 35％的国际重点观众是来自法国

以外的中东、北非和土耳其等 148 个

国家，有 13 个国家或地区组织了近

50 个专业参观团。这些数据继续巩固

了 INTERMAT 展会的国际地位。

据统计，此次中国参展商共 135

家，是继东道主法国以外参展企业数

量较多的国家，参展面积约 2 万 m2。

除中国展团外，英国、土耳其、美国、

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组织

了参展团。

本届展会以创新为主题，展出了

目前世界最新、用途最广、技术含量

最高的各类工程机械产品和关键零部

件。基于巴黎的国际市场，展会提供

建立和发展国际化多边商务合作的大

平台，多数世界建筑工程机械领域的

重量级单位均亮相展会，是真正的国

际化和动态展示！

此次展会共开放了维勒班展览中

心 5号、6号、7号展馆及室外展区。

展品范围涵盖挖掘机械、铲运机械、

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路面与压实

机械、桩工机械、工业车辆、风动工具、

凿岩机械、建筑建材机械、矿山机械

等工程与建筑机械，以及动力传动设

备、液压与气动、升降设备、安全系

统及设备、各类零部件等。

国际工程机械品牌企业凯斯、

斗山、小松、利勃海尔、沃尔沃、

Imer、Wacker Neuson，John Deere、

Cifa、Kohler、Trimble、Mecalac 等

亮相展会；中国中联重科、山推、柳

工、泉工等国内实力企业也在展会上

一展雄姿，和众多国际品牌同台竞技，

展台面积近万平方米！

此外，主办方在立足欧洲，辐射

全球的同时，着力开拓非洲市场，组

织非洲专业观众参观展会，并举办相

关会议及论坛，为广大展商提供更多

的商机，这也成为本届展览的新亮点。

中
国
流
体
动
力
展
团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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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中国展团

助力国产流体动力产品走向世界，

推动基础件产业的发展，为主机装上优

质可靠的“芯”部件，是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一直以来承担的职责，

因此，协会每年都积极组织业内企业

参加国际知名主机展会，组织中国流

体动力展团亮相展会，展现我们产业

的技术进步和为主机配套的优质产品。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与

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再度联

手，首次组织中国流体动力展团（以

下称中国展团）亮相本届展会，组展

面积近300m2。应展会主办方邀请，《液

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特派本刊记者

万磊参加展会，拓展服务，进行信息

报道。太重榆次液压、德州宇力液压、

博尔法液压、宁波铮华、宁波嘉诚液

压、兴明液压、松乔气动液压等国内

知名液压、气动领域企业积极响应踊

跃参展，寻求为工程机械配套的市场

机遇和合作空间。

从本届展会看，欧洲工程机械市

场趋于平缓，行业正处于低迷但有望

好转的态势。我们的展商普遍反映本

届展会现场观众较少，因此对于拟在

展会上寻找经销商的企业的确是一个

严峻的考验。为此，越来越多的展商

改变观念，摆脱在展位上等待客户的

心态，积极走出去，到目标客户展位

主动推广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德州宇力液压的姜杰总

经理表示：“我们的产品是专为工程

机械配套的液压件，此次参展接洽客

户的主要方式就是主动到客户展台，

推广产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感觉收

获很大！”据了解，本次展会中国展

团多数展商收获了产品询价并通过洽

谈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

中国展团选用了明亮的色彩与

开放式的搭建风格。整体采用中国传

统水墨画的格调，凸显了中国展团的

文化风采，受到展商的一致好评。同

时，为了提供服务水平，本届展会，

协会与西麦克在中国展团内设立了办

公室，随时为展商提供便捷、周到、

优质的服务。

第三部分 参展感受

◆相对于国内的工业展会，这个

展会现场显得要安静得多，少有“吹

拉弹唱”的声音，这给观众和展商提

供了很好的交流环境，提高了交流效

率。建议国内展商能够转变观念，摒

弃极尽其能制造噱头吸引观众的做

法，还展会一个安静平和的交流环境。

◆展会现场并没有熙熙攘攘的人

流，6 天展期中，第一天和第二天的

观众数量明显不如第三天、第四天，

这和国内展会第一天、第二天是观众

参展高峰有明显不同，这也解释了为

何展会要举办 6天。

◆展馆入口及各处都没有人随

意向观众发放宣传品，充分体现了展

馆管理的严谨性和展商的自觉性。在

展馆入口显要位置都设置了纸媒发行

架，摆放着十几种期刊和报纸。据了

解，发行架有使用权限，并有专人管

理，不能自行随意摆放，须与展会主

办方协商后才能上架。

◆中国展团在展会中占有不容小

觑的地位，展出面积、展商数量远远

超出其他国际展团，在国际展会舞台

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可

见，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国际市场的

开拓，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外主机展

会，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外主机用户

的青睐。

◆中国有较强实力的流体动力企

业的参展数量还不多，还不能充分体

现我国流体动力产业的水平和实力，

建议加强展会的推广力度，让更多知

名企业赴 INTERMAT 展会展示先进技

术和优质产品。

期待三年后 INTERMAT 展会再次

隆重举办，期望有更多的具有实力的

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并带着自主创新

产品参展，我们将组织更具规模的中

国展团亮相国际展会舞台，让更多的

中国流体动力产品为海外主机服务，

彰显中国流体动力产业的实力！

为了能让业界同仁更多地了解展

会信息，我们特选登三位参展、参观

者的参展感想。

中国流体动力展团

走访中国液压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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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展会所见所想

本次展会在参展之余我看到了各

主机厂都带来了他们新的机型、新的

理念和新的作业解决方案，其特点有：

◆节能环保

各家主机展商展示了最新的机械

设备，这些设备都是有了更好的节能

环保性能。工程机械的未来走向，必

须是让产品工作效率更高、节能降耗

性能更出色。

◆模块化、智能化

从本届展会展示的机型设备来看，

模块化设计可以为用户提供高性能、

高可靠性、高机动性、良好的维修性

和经济性的设备。同时，智能化设计

在机器设备的各个环节都有所体现。

◆两极化发展

从展出的机械设备来看，两极化

的趋势比较明显。一方面是围绕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化的工程机械设

备，充分展示了工程机械企业先进的

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围绕

修缮保护、家庭住宅及城市小型工程

项目的各种小型、微型工程机械种类

繁多，节省了较高的人力费用，提高

了工作效率。

◆一机多用

为完成更多的作业功能，工程机

械厂家展示了主机作业功能的多功能

化，扩大了工程机械的应用领域，如

液压挖掘机作业机具的多样化，同一

主机可完成挖掘、装载、破碎、剪切

和压实等作业。另外对于高速公路的

施工和养护，多功能作业更为重要，

具有清扫、除雪、挖掘、破碎及压实

功能的养护机械依然是工程机械行业

关注的热点。

◆注重零部件的开发与选择

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是工程机械

产品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制约瓶颈，

当工程机械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机

的研究重点主要聚集在发动机、液压、

传动和控制技术等关键零部件上。为

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竞

争优势，工程机械在设计中将更加注

重选用质地好的零部件，更注重零部

件的通用化、标准化和集成化。而且

随着零部件的标准化和通用化进一步

提高，最大限度地简化维修，是国外

先进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主机

厂家认为只有做好零配件，让自己的

机器维修保养更方便，让机器更保值，

才能得到客户对产品和品牌的信任。

面对国际工程机械品牌企业的新

思维、新理念，我们作为重要配套件

的液压企业，该如何应对，如何转型，

如何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

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  

张  凯

泊姆克（天津）液压有限公司胡

武  杰

法国国际工程机械展作为世界工

程机械领域三大展之一，吸引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展商，寄期在这个炫目的

舞台上向全世界展露风姿和理念。

遗憾的是卡特彼勒没有参展，未

能再次目睹昔日热闹的展位和引人关

注的创新产品。有关业内人士推测，

不参展是因为卡特彼勒将更专注于培

育客户忠诚度。

展位设计值得称道的要数来自中

国的山推，展位前的兵马俑吸引了众

多观众的眼球，令现场闪光灯不断。

据悉，山推现场签订了一批订单。

柳工推出了系列挖掘机明星产

品，在欧洲市场得到了非常好的市场

反馈，展出效果显著。

展会期间虽然看不到摩肩接踵的

观众，展商们仍然各尽其所能地推广

品牌和服务理念，譬如：全球展会每

届必到的 CTP、KMP 在展会期间强化

推广流通领域特别是经销商的服务理

念，他们开展了现场客户体验，让客

户分享双赢的成果，有效地赢得了品

牌度和客户的忠诚度。

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获得丰厚回报

的同时，也感觉到了技术创新和自主

知识产权才是中国创造的核心。德国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

没有核心竞争力，靠模仿和低价是没

有前途的。

从参展想到中国制造：

◆新常态下的产能过剩

有专家指出；中国大多数行业目

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局面是多年来以

GDP 为中心，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不

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以挖掘机

为例，2014 年需求量不足 10 万台，

而产能达到 60 万台，农机产品也不

例外，中国有 80% 的行业基本上都处

于产能过剩状态。一味靠模仿、低价

竞争的企业，面对我国工业发展出现

了趋势性变化、减速态势日趋明显、

结构调整阵痛显现时，要准确把握新

常态的战略判断，清楚认识到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使我们遇到了

新的挑战，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那就是必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

创新和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质量

2013 年，中国机械装备制造业拥

有规模企业 7.9 万户，从业人员 1600

多万，规模突破 20 万亿，稳居世界

首位，但由于中国企业长期以来重主

机轻配套，很多重大技术装备，中国

生产了 90% 以上的重量，却只产生了

10% 的价格。中国制造的微薄利润告

诉我们质量才是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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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明：德国机械制造业仅 6300

余家企业，从业人员约 100 万，销售

额 2060 亿欧元。如果说中国机械装

备胜在规模上，德国机械则强在质量

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制造

带来新的启迪，中国的高铁、航天工

程、北斗卫星、超级计算机等，也已

树立了榜样，这就是必须走创新驱动

发展之路，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低

碳化，智能化的步伐。

◆客户决定企业的未来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 德鲁克

说；商业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客户；

客户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谁拥有的

优质客户更多，谁就手握未来市场的

金钥匙。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

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及西麦克

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为企业培育新

的增长点，组织会员参观学习德国企

业，组织展团参观力士乐合作伙伴和

美国迪尔总部学习交流，他们立志高

远，凭借前瞻性引申了创造客户的内

涵，引导消费，创造消费，把品牌打

入国际，把客户拉回身边。

◆中国创造描绘新蓝图

“可口可乐就是一把火烧了分

文不剩，靠品牌数月后便可重塑再造

企业”，可口可乐创造了品牌、客户

和企业文化。中国制造凭借技术和质

量同样也会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

有专家指出：中国不缺技术，缺的是

创造，创造不是技术，而是想象、设

想。创造者拿的是品牌钱，技术拿的

是加工钱。徐工在创造的三大转变中

做了成功的尝试；从制造到创造；从

速度数量扩张到质量效益型发展；从

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打断了高端液

压产品对工程机械的制肘，引进的荷

兰 AMCA 液压阀产品，攻克了关键技

术并拥有了自己独立的设计专利，性

能已达国际水平，该司制定的精细、

可靠、先进的产品定位战略，迈向了

高端之旅。中鼎控股欧洲有限公司继

收购 HST 和 KA, SCHMITTER, COOPER, 

ACUSHNET PRECIX 等公司后又斥

资 9500 万欧元全资收购德国 WEGU 

HOLDING GMBH100% 的股权，达到了产

品技术升级，进入高端领域的走出去

参与国际合作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

一位业界人士认为：当中国制造

告别低价的仿制时代，这预示着知识

产权、软资产保护、精细化管理时代

的开始，中国创新、中国创造的开始。

◆三步走战略辉煌的契机

德国的工业 4.0 主要是期望继续

领跑全球制造业，保持德国制造业的

全球竞争力。《中国制造 2025》规划

提出通过 3 个 10 年，最终在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进入制造业强国。这表明

中国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

型。作为企业老板必须考虑到在工业

2.0、3.0 基础夯实后，才会有 4.0。

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中国制造业从

大国向强国的转变，主要落脚点在信

息化与工业自动化的深度融合上，重

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技

术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等产业。市场低迷中蕴含商机，

这一时期增加企业创新能力，大力推

进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有效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附加值，坚持技术创新和商业

模式创新相结合，突破核心技术瓶颈，

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提供产品的个

性化定制，优化产能，淘汰落后，调

整阵痛后便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中国创造将带领机械制造业迈向辉煌。

此次是第一次参加法国工程机械

展览会，参展效果比较理想。公司自

创立 22 年来，主要做海外市场，参

加过很多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展览会。

这次感觉我们参加这个展会还是比较

合适的，也有不少专业客户前来洽谈，

但是更多的是大的配件供应商，相对

而言，德国汉诺威工业展和上海 PTC 

ASIA 展的参展效果要更好。

通过参观展会，感觉法国的工业

制造水平也很高，展品都很精致，跟

德国、意大利没有太大差距，所以欧

洲制造业最强的国家仍是德国、法国、

意大利。而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经过多

年努力，在外形设计和表面处理方面

已有较大提高，但是仍有明显差距。

我们也将在这方面下功夫，提高产品

外形和表面的精致度。

在产品质量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信

心，除了日本，我们几乎给所有发达

国家都有供货，但都是代工性质。产

品设计、制造都由我们完成，只是最

后产品商标和型号要用国外客户的。

我们已经在给 Parker、西德福等知名

企业开始合作，与国外很多大制造商

都有业务来往。

从产品制造来说，在我们这个产

品领域，长期做出口的中国企业，质

量、技术水平普遍较高，因为国外的

产品标准要求比较高。国内液压阀门、

管件标准的落后很让人遗憾，有些标

准和国外差距很大，希望能尽快制定

新的、符合国际水平的标准。

我们也准备开拓国内市场，但是

最大的障碍是国内客户对国产产品的

不信任。在此次展会上我参观了中联

重科的展位，他们选用的液压阀大部

分是西德福和德国 Voss，我们也在给

西德福做代工，而据说 Voss 根本不

做阀，也是在中国找代工工厂生产。

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国内用户

宁愿花高价够买中国制造的代工产

品，而不愿意选购物美价廉的中国品

牌。国内比较大的设备制造商，比如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选用的

液压配套件基本都是国外品牌。

深感：提高“中国制造”的品质

和地位，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宁波铮华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胡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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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企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 , 坚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思路，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步伐，新技术工程化、新产品产业化成果显著。本年度行业技术进步奖申报评审工

作自 2 月启动至 8 月获奖项目揭晓，共收到行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申报的项目 58 项，其中液压 39 项，

液力 6项，气动 3项，密封 10 项，经过项目预审、专业评审组初评、评审委员会综评、网上公示、管理委员会审

批、终审发布等阶段，共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33 项。其中：一等奖 6项，二等奖 11 项，三等奖 16 项；获奖比例

为 56.9%，获奖科技工作者 275 人次，另有 2项申报项目因资料待补充列为缓评。

按行业统计，液压行业获奖19项，液力行业获奖4项，气动行业获奖2项，密封行业获奖8项。按奖励类别统计，

技术发明成果获奖项目 4项，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1项；技术进步成果获奖项目 28项，其中：

一等奖 4项，二等奖 9项，三等奖 15 项；软科学标准类获奖项目 1项，获一等奖。

2015 年行业进步奖的突出特点是：申报项目技术水平高、创新点突出；产学研用、主配合作紧密；行业企业

注重自主创新，申报项目所拥有的专利总数达到 326 项，居历年之首，拥有专利的项目占申报项目总数的比例达

到 96.5%；产品升级换代、替代进口、产业化效果显著，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一等奖

6项

二等奖

11项

三等奖

16项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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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n d e r  t h e  b a c k g r o u n d  o 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s,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 i c s  and  sea l s  i ndus t r i a l 

enterprises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idea  o f  “Making  Progress  whi 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by stepping 

up the pace of structure adjustment, 

t 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have made 

notable achievements in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products in 

2015.

From starting in February to announcing 

in August, we have total received 58 

declarations this year, which come 

from enterprise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 i tut 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mong them, there are 39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aulics, 6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o-dynamics, 

3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pneumatics 

and 10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seals. 

All declarations have passed through 

six stages,  which are pre-review, 

init ial  evaluation by professional 

tea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by 

review committee, publicity on the 

interne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by 

management committee, final review 

and public announcement. With great 

honor we have announced that there are 

33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Among them, there 

are 6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first-class 

awards, 11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s and 16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s; awarded 

declarations have occupied 56.9% of 

all, there are 275 person-times S&T 

participants to win the honor. Besides, 

there are 2 declarations to be suspended 

for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ccord ing  to  the  s t a t i s t i c s  da t a 

by industry, among all awards, 19 

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aulics, 4 

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o-dynamics, 

2 declarations belong to pneumatics and 

8 declarations belong to seal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data by category, 4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achievements. Among them, 1 

declaration wins the first-class award, 2 

declarations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1 declaration wins the third-class award; 

28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hievements. Among them, 4 

declarations win the first-class award, 9 

declarations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15 declarations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 In addition, 1 declaration belongs 

to the soft science and standard class 

achievement, wins the first-class award.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Hydro-

d y n a m i c s  a n d  S e a l s  I n d u s t r i a l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2015 

has the following outstanding features: 

declarations have reach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with notable innovative 

points; further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among enterpris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application, 

o r  b e t w e e n  o r i g i n a l  e q u i p m e n t 

manufacturers and parts supplier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patent amount of all declarations is 

up to 326 items, which ranks first over 

the past years. Declarations with patents 

have occupied 96.5% of all.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products upgrading, imports replac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y declarations 

also have extensive application prospect.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Overview in 2015

Expert Committees of CH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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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用主配合作紧密高端

液压产品取得新突破

高压轴向柱塞泵 / 马达是液压传

动系统的“心脏”，是设计和制造难

度最大的液压元件，广泛应用于国防

和工业高端装备，其技术水平是衡量

国家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国产柱塞泵 / 马达产品以仿

制为主，产品的极限工作参数和可靠

性与国外先进产品差距较大，因此国

产主机装备配套的高压柱塞泵 / 马达

严重依赖进口，造成装备“空心化”。

同时，我国航天工程和航母等重大工

程配套的柱塞泵 / 马达面临国外禁运

和技术封锁，威胁到产业和国防安全，

其根源是国内缺乏先进设计工具、专

业测试方法与装备。此外，国际上严

格的节能减排法规要求液压系统实现

高压化，伴随高压产生的大振幅高频

冲击给高压柱塞泵 / 马达的减振降噪

设计提出了严峻挑战。

由浙江大学、中航力源液压股份

有限公司及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完成的“高压轴向柱塞

泵设计与测试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荣获本年度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

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

历经近 10 年产学研合作攻关，形成

了由设计软件、检测方法、发明专利

与技术标准构成的高压轴向柱塞泵 /

马达设计体系。设计软件、测试方法

及装备性能指标超过国外同类技术，

并在液压行业 70% 的龙头股干企业

推广应用。基于自主设计与检测技术

体系，研制了 14 个系列 68 个规格

的高压柱塞泵 / 马达新产品。产品综

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噪声指标

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成功应用于我

国航天和登月工程、大型水面舰艇、

中国散裂中子源、大型抢险救援机械

等军民重点工程和重大装备，满足国

家重大需求。在起重机、强夯机等

量大面广的工程机械领域替代进口，

打破国外垄断，实现批量配套，提高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该项目在多个国家科技项目支

持下，围绕多场强耦合设计工具、界

面微观参数测试方法与装备、以及减

振降噪三个关键技术开展系统研究，

主要科技创新包括：针对柱塞泵 / 马

达传统经验和试错设计研发周期长、

成本大的行业难题，开发固 - 液 - 声

多场耦合精细化仿真设计平台 ViSPA

（Vitural Simulation Package of 

Axial Piston Pump）；针对柱塞泵 /

马达摩擦副界面微观参数和高频流量

脉动精确测量的国际性难题，研制了

基于真实泵结构的摩擦副微米级间隙

油膜分布特性在线测试装备；针对柱

塞泵 / 马达高压工况下振动噪声加剧

的国际热点难题，发明了 4 种降低噪

声激振源创新结构。

该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25 项，软

件著作权 5 项，培养博士 11 名，硕

士 16 名，发表 SCI 论文 29 篇，EI 论

文 89 篇，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作大

会报告 2 次，获大会优秀论文 1 次。

主持和参与制定柱塞泵 / 马达国家标

准共 5 项，行业标准 2 项。研究成果

获得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国机械

工程学会院士 J. Watton 教授及中国

工程院院士、流体密封工程专家王玉

明教授的正面评价，获得包括丹佛斯、

日立建机、卡特彼勒和力士乐等国际

著名公司的高度评价。

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阀是电液

比例控制技术的核心和主要功率放大

元件，代表了流体控制技术的发展方

向。比例阀的响应频率相对于开关阀

更快，控制性能更好，更适用于一般

工业过程控制，相对于伺服阀抗污染

能力强，减少了由于污染而造成的工

作故障，提高了液压系统的工作稳定

性和可靠性，且成本比伺服阀低，不

包含敏感部件，更易于操作和保养，

因此，电液比例阀在众多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同时随着制造技术的发展，

比例阀的频响得到提高，死区进一步

减小，且保持了自身结构所固有的高

可靠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应用领域。

所以，大力发展比例阀技术是促进液

压领域阀控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电液比例技术与国际水平相

比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缺乏主

导系列产品，现有产品型号规格杂乱，

品种规格不全，并缺乏足够的工业性

试验研究，性能水平较低，质量不稳

定，可靠性较差，以及存在二次配套

件的问题等，影响该项技术进一步地

扩大应用，急待尽快提高。

由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燕山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浙江大学及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

研究所合作完成的“高压大流量比例

阀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

本年度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本项目研究的全

系列带位置反馈的高压大流量电液比

例方向阀，通径范围：NG10 ～ 35，

最大额定流量可达到 1000L/min，具

有频率响应快，控制精度高等特点，

引入位移—电反馈，使该系列产品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流量的比例控

制，配合叠加式压力补偿器后，能够

替代比例流量阀，产品性能到达国外

同类先进产品的水平。该项目主要为

工业装备和工程机械的高性能电液控

制系统配套，可广泛应用于冶金、矿

山、船舶、航空航天、军工、建筑、

运输、能源、轻工机械等许多重要领

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可观的经

济效益。

通过项目研制，培养了一大批科



107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5 年 PTC 增刊

技术人才，掌握了比例阀核心设计与

产业化关键技术，增强了自主创新能

力，在产品的结构设计、加工工艺、

试验装备上都取得了创新性进展。

该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有：比例

阀换向节流型先导控制技术；比例电

磁铁的磁场优化及结构设计；大流量

阀体流道分析及主阀阀体结构设计；

主级带位置反馈和先导级之间的特性

匹配；比例阀高精度静动态测试技术

及装备研究等。

冲击试验系统（简称冲击机）是

模拟冲击环境，衡量设备抗冲击能力

的核心试验装备。前两代冲击机为单

波冲击机，频域上为冲击速度和加速

度两折线谱，无法模拟复杂的双波冲

击环境。少数欧美海军已研制出第三

代冲击机，输出频谱实现了由两折线

向三折线冲击谱的重大转变，能够更

加准确模拟舰艇设备承受水下非接触

爆炸冲击时的双波冲击环境，但相关

技术和设备对我国封锁。由于双波冲

击机技术很复杂，研制难度非常大，

我国以往只能采用单波冲击机进行试

验，难以满足舰艇设备冲击试验考核

要求，严重制约我国舰艇抗冲击能力

的进一步提高。

由上海交通大学、北京机械工

业自动化研究所和海军装备研究院合

作完成的“液压式大负载双波冲击试

验系统研制”项目，荣获本年度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该项目针对我国舰艇设备冲

击试验考核需求，以赶超国外第三代

冲击机为目标，突破了五大核心关键

技术，最终完成了液压式大负载双波

冲击试验系统研制，形成一套完整的

冲击机设计与试验方法，制定了国内

首部双波冲击试验标准，并开展了系

列试验应用。项目的主要创新点：冲

击试验方法和手段有重大创新；提出

的气 - 液耦合直驱式冲击机原理属国

际首创；冲击波形实现技术有重大突

破；系统非线性仿真设计方法有创新；

解决了特殊结构设计及加工装配工艺

难题。

该项目自主研制成功了目前世界

上载荷最大、冲击速度最高的正负双

波冲击试验系统，具有重大技术创新

和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技术性能

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

该项目解决了舰用设备按照国际

先进标准进行真实模拟冲击环境的试

验考核问题，填补了国内冲击试验手

段空白，使我国成为少数掌握最新冲

击谱模拟试验技术的国家之一，为保

障国防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目

使我国在冲击试验技术和试验装备领

域步入世界前列，其创造性研究成果

对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具

有巨大促进作用。

目前，利用该试验系统已完成

一系列舰用设备和真假人冲击试验任

务，代替浮动冲击平台节省大量试验

费用。编制了国内首部双波冲击机标

准规范（HJB554-2012），对提高我国

舰艇抗冲击防护能力、增强生命力具

有重大意义，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军

事经济效益及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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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项

目引领行业的科技创新

近年来，行业企业加快科技创新

体系的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积极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

牌，努力缩小与国外品牌的差距，倡

导节能、环保的发展主题，并不断的

推动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ZS632 型高效节能环保挖掘

机”项目，荣获本年度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的完成单位是山东常林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川液压有限

公司。挖掘机具有复杂制造技术和内

部结构、投入产出比高等特点，长期

以来挖掘机所配套的关键液压零部件

技术被欧美日韩所掌控，核心技术基

本上都掌握在国外厂家手中，造成国

产挖掘机很难在技术上超越进口品

牌。因此，国产挖掘机建立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节能型挖掘机

成为发展的重点方向。

ZS632 型高效节能环保液压挖掘

机，充分吸收、消化了国内外同类产

品先进技术，通过技术整合的方式，

完成了开发设计。在充分保证整机稳

定性、易维护保养性、可操作性的前

提下，完成总体布置。对液压系统进

行创新设计，以成熟的负流量系统为

基础进行优化改进，融合了新型蓄能

节能技术。整机外观造型追求流线型

设计，美观大方，并且体现出山东常

林集团自己的独特风格。

项目研究的高效节能环保挖掘

机 , 系统采用油液混合动力技术 , 对

动臂势能进行有效回收并利用；液压

动力充能装置，随时充能，并能在达

到设定压力时自动切断动力源；三油

缸支撑动臂工作结构，动臂下降时向

储能器储存动臂势能能量；耐油气密

封结构油缸，可以使用非液体工作介

质或混合工作介质进行工作；节能型

液压阀，实现主泵在同功率情况下流

量变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泵供油

装置，实现同功率下增加了液压挖掘

机供油系统的供油量。

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国内的主要

社会问题，而机动车的排放更是主要

的污染源，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来减少机动车辆的排放。使用柴

油的挖掘机虽然数量少，但其排放的

污染物更加严重，同时，挖掘机在工

作过程中，大量的动力消耗于动臂的

举升，而动臂下降时的大量势能白白

的浪费掉。为此，山东常林集团通过

长期的研究，成功开发的 ZS632 型高

效节能环保挖掘机，在作业效率和节

能方面取得了突破，达到了同类产品

国际先进水平，在高效节能环保和国

产液压件应用方面符合国家产业发展

规划，填补了国产品牌挖掘机的国内

空白，提高了我国同类产品的技术水

平，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该项目已申请并获得受理专利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4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液力变矩器研发成功打破国

外关键技术的壁垒

随着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节能降

耗俨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工

程机械产品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液

力变矩器关键技术研究，是倡导低碳

经济、节能降耗的重要环节。

“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荣获本年度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该项目的完成单位是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目对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

关键设计、制造、检测及与整机匹配

技术分别展开研究，创建了工程机械

机用液力变矩器关键技术研发平台，

解决了液力变矩器的研发技术瓶颈，

实现了液力变矩器的模块化设计，为

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的研发和优化

设计提供技术支撑。

在德国、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

基于 CFD 流体仿真关键技术已经成熟

应用在工程机械液力变矩器产品设计

当中，国内主要集中在某些高校科研

团队开展该技术研究，企业尚未涉及

该技术。该技术主要难点表现在：如

何改变传统的液力变矩器研发模式，

提高液力变矩器的设计精度；如何缩

短液力变矩器研发产品的制造周期、

降低研发成本；液力变矩器叶型内腔

呈扭曲状，无法通过常规的检测工具

测量产品精度，如何提高产品的验证

准确度问题；如何解决液力变矩器与

升级后发动机合理匹配的问题，提高

研发成功率的同时提高整车动力性能

及燃油经济性。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项目通过对

液力变矩器研发新技术、先进制造工

艺、精密检测技术及整机匹配技术进

行深入研究，创建了工程机械用液力

变矩器研发平台。

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关键技术

是基于液力变矩器叶栅系统研发的一

种数字设计到实物样机的设计方法。

本项目结合了ICEM 六面体网格划分、

基于 CFD 三维流体动力学的 Fluent 

仿真、3D 激光打印及组芯制造、点

云检测叶栅精度等新技术的综合应

用，并提出了改变循环圆直径和叶栅

形状两种途径满足整机匹配的设计方

法，形成了一套高精度、低成本、低

风险的液力变矩器研发技术平台，不

仅缩短了液力变矩器的研发周期、降

低了开发成本，而且有效精确地控制

了液力变矩器的性能参数，提高了液

力变矩器研发成功率的同时提升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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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性能及燃油经济性。

该项目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打破了国外工程机械国外工程

机械行业标杆企业对于液力变矩器

研发关键技术的壁垒，引领着国内行

业液力变矩器的技术进步。该项目应

用 CFD 仿真设计液力变矩器技术，

结合测试验证对仿真计算系数进行

完善，提高了仿真精度，解决了液力

变矩器的研发技术瓶颈；采用 3D 激

光技术打印变矩器叶栅模型，制造精

度高，时间短，成本低，产品制造周

期比传统样件缩短 2/3 ；应用硅胶

提取液力变矩器的流道形状，并基于

点云坐标扫描技术解决叶栅检测困

难的问题 , 保证了样件精度，提高了

产品验证准确度；提出了改变循环圆

直径和叶栅形状两种途径满足整机

匹配的设计方法。通过上述技术创新

点，提升了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产

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为环

保、高效和节能降耗的“低碳经济”

作出贡献。

项目共申请 9项发明专利，已获

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

1项软件著作权，形成 1个企业标准。

“节能型大能容液力变矩器的应

用与推广”项目，荣获本年度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该项目的完成单位是山推工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传动分公司。该项

目采用全新设计的叶栅，增大了循环

圆直径。提高了变矩器能容，实现与

降转速发动机的合理匹配。与国内同

类技术比较，该变矩器与自主研发变

速箱一起构成双变总成，通过调整动

力输入输出转速比，使得装载机变速

箱不仅具有结构紧凑、传递功率大等

优点，而且从具有节能减排的环保性

能，能满足大型工程的需要，工作效

率高，为装载机节能、减排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铸

铝单级两相双涡轮四元件液力变矩器

的应用，加大的高效区范围，适合于

转速比变化较大而且长时间在高转速

比工况运行的工作机传动；叶栅通过

重新设计并与变速箱合理设计速比，

使输入输出的扭矩满足整机要求，在

发动机额定转速降低的情况下大大降

低了油耗；全新设计双变总成结构，

使变矩器输入端及变速箱输出端及整

体安装尺寸均满足目前装机要求，优

化了结构布置上的限制。

为适用装载机发动机降转速的需

求，该变矩器叶栅全新设计，使变矩

器和发动机合理匹配，使变矩器与变

速箱组成的双变在不同速比下都具有

良好的动力性能。变矩器的输入端连

接尺寸与5吨变矩器一致，方便主机用

户升级换代；变矩器采用双涡轮输出

的设计，使变矩器在低速工况时具有

增扭特性，低载高速工况具有高传动

效率特性；通过调整超越离合器输出

速比，使装载机用驱动桥速比部分不

需要做调整，便于主机客户升级换代。

编撰《中国气动工业发展史》

意义深远

气动工业是基础产业之一，是装

备智能制造最重要、最基本的组成部

分，影响面大，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十

分明显。目前我国气动工业的规模和

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发展模

式仍比较粗放，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产品附加值不高，总体上大而不强。

中国气动工业的发展，是中国人以“自

强自立”的价值观，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精神的创业史；也是从仿学到自

主创新超越的发展史。因此，撰写一

部如实反映中国气动工业发展的历

程、成就、经验和问题的历史，能发

人深思、催人奋进、指导现实、开创

未来，为新世纪的中国气动工业的振

兴和科学发展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气动工业发展史》荣获本

年度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 该项目的完成单

位有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气动专业分

会和机械工业出版社。该著作全方位、

客观地描绘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

气动工业诞生、成长、壮大、发展的

轨迹和演进规律，折射出中国气动工

业发展乃至我国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以“写实、开放、

包容、奋进”之胸怀叙史、记事，记

述了每个重大变化、重大事件、重大

发展的史实和史料；是中华民族气动

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 21 世

纪中国气动工业的振兴和科学发展提

供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该著作的编撰和出版集结了史卷

以主编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工作者的智

慧和辛勤工作，其主要的创新点如下：

该著作的编写兼具传统写史内涵和技

术手册内容的双重特点；内容全面、

详实、创新、许多资料弥足珍贵；编

写过程严谨考究，贯彻了“写实、包

容”的原则；写史手法体现“正本清

源、启迪未来”的宗旨，对比、参照、

启迪综合运用。　

《中国气动工业发展史》是一部

巨著，不仅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气动

工业诞生、成长、壮大、发展的轨迹

和演进规律的史书，还是一部综合、

全面的气动工业技术手册，填补了我

国在气动工业历史上没有发展史的空

白。为此，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

家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路甬祥为

本史卷撰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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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产品科技创新打破国外

垄断

本年度，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项

目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项目质量之

高居历年之最，获奖项目成果突出，

共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8 项，其中：

一等奖1项，二等奖4个，三等奖3项。

“反应堆压力容器 O 形密封环”

项目，荣获本年度中国液压气动密封

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

目的完成单位是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

公司和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随着

我国核电站逐步向大容量、高可靠、

高安全方向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应

用，为了使反应堆压力容器密封产品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同时打破国外对

该产品长期垄断的局面，宁波天生密

封件有限公司在成功研制核电站核反

应堆压力容器 C 型密封环的基础上，

同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合作研发核

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金属O形密封环。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对生产

设备、试验设备、测量和检验方法、

工艺方案、原材料等进行了开发和研

制，完成了产品的工业化试产。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采用

的独特技术、专用设备和先进工艺成

功研发出 O 形密封环：设计合理，选

材适当、工艺先进、检验全面完整，

并且通过了原材料直管段压缩回弹试

验、气体密封性能试验、水压试验、

20 次高低温冷热态交变循环试验考核

以及有限元建模分析等，性能达到国

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指标。该产品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国外垄断，填

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核电站核心设

备关键密封件的国产化，对核电装备

自主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应用于

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密封。同时，金属

O 形密封环也适用于航空、航天和舰

船关键部位的密封。因此，金属 O 形

密封环的研发成功将为我国国防工程

开拓新的应用空间，发展远景和经济

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具有重大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型及行走式工程机械关键密

封技术研究”项目，荣获本年度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该项目的完成单位是广州机

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清华大学。

该项目突破的关键技术有：掌

握了具有良好力学性能、优异抗磨损

性能、良好安装回弹性等综合性能的

PTFE 改性技术，适用于工程油缸等高

性能往复密封件材料要求；掌握了密

封件结构设计优化和可靠性评估的有

限元数值仿真应用技术，缩短了新产

品开发周期、提高了新产品设计可靠

性；开发系列模拟试验台架，掌握了

密封系统的可靠性评价和使用寿命预

测技术。

该项目主要技术创新点：其创新

之处在于自主研制高效减磨剂，高效

减磨剂复合物中采用复合增强及原子

络合原则进行改性研究，铬元素提供

空轨道，将氟原子的最外层电子络合

一起，防止 PTFE 分子链滑移产生的

层状剥落导致的磨损。高效减磨剂只

需 1% ～ 3% 含量，采用少量即可以取

得良好的减磨效果，是一种高效、节

能、环保的改性技术；采用特殊的二

异氰酸酯，在分子链中引入含氟基团，

通过聚合改性方法对 TPU 的分子结构

进行改造，改善 TPU 弹性体材料的耐

热性、耐压缩性能等密封材料的关键

性能；应用有限元数值仿真技术，结

合橡胶材料的时温等效特性和 Rhee

的磨损经验公式，预测密封产品的老

化和磨损性能；运用正交实验设计方

法，研究密封件多个参数共同作用下

的性能影响，提供了一种快速的密封

件性能优化方法；通过项目研究，开

发了系列高性能密封件产品；通过对

性能测试和评价技术的研究，开发了

系列测试台架，完善了密封性能实验

室评价条件。

本项目共申报 7 项国内专利，其

中发明专利 5 项；课题获授权专利 5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制订 4 项技

术标准；编制 6 个技术规范；发表 11

篇论文，其中 SCI 2 篇，EI 1 篇，中

文核心期刊 8 篇，参与国际技术交流

论文 1篇。

与进口产品相比较，高性能的密

封环采用新型聚酯复合材料，具有良

好的弹性、较高的硬度、不需开口就

能良好地安装，安装非常便利，避免

了密封圈因开口原因可能造成的密封

不良。产品自装机使用后，二年间密

封性能优异，使用寿命能达到进口产

品水平，为油缸的可靠性提供了良好

的密封技术支持，为国内工程机械密

封元件逐步高端化方向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为工程机械密封元件的国产

化提供了技术与品质的保证。产品的

总体指标居国内领先，达到进口同类

产品的技术水平。

结束语

行业技术进步奖成果凝聚了行业

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行

业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方向。近年

来，行业技术进步奖无论数量还是质

量都在逐年提高，新产品对行业贡献

率不断提升，为国家重大装备配套国

产化率不断增大。

展望未来，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战略的指引下，贯彻实施《中

国制造 2025》及强基工程等任务，聚

集行业力量，加强产、学、研、用结合，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产业由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一定会实现“中国流体传动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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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1

2

3

4

5

6

M15008

Q15001

Y15007 

Y15013

 

Y15014 

YL15006 

励行根 顾国兴 贺寅彪 魏世军 励洁 陈宇帆

宋炜 李辉 曹明 蔡仁良 薛国宏 张俊宝 励勇

陈启复 李企芳 沙宝森 杨立成 陈明 程晓霞 

张存根 王雄耀 何枫 杨燧然 徐炳辉 张秀恩 

曲世杰

周维科 孔祥东 吴帅 周家锦 张军辉 杨晓东 彭刚

孙军 王志民 李浩平 刘柏青 周丽琴 艾超 尚耀星

苏琦

徐兵 张军辉 杨华勇 曹捷 杨广文 周华 罗德刚　

葛耀峥 欧阳小平 张斌

华宏星 朱晓民 焦素娟 温茜 冯麟涵 高敬成

张志谊 张磊 刘桂香 杜明燕 赵鹏铎 刘增元 

温肇东 陈锋 徐茂生

王松林 初长祥 章勇华 李朴芬 龚学全 鄢万斌　

覃现忠 黄遂 张斐朗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协会气动专业分会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燕山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浙江大学

中航力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海军装备研究院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项目完成单位

一等奖

二等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M15003

 

M15004

M15009

M15010

 

Y15001

 

Y15002

Y15019

Y15027

 

Y15030

Y15038

YL15001

郝木明 王选盈 李振涛 任宝杰

彭建 洪先志 孟秀国 谭成龙 唐大全

孙卫华 陈增宝 姚胜华 黄晓瑜 朱宝宁 胡华南 

陈钢 凌毅 孙昊 秦岩

黄兴 贾晓红 刘建红 李正波 叶素娟 黄乐 谭锋　

高燕 邓娟

于良振 张强 王明琳 李世振 高梅柱

　

姜洪 孔晓武 王震山

徐尚武 张灿 徐英黎 隋安东 臧铭书 张伟 王新成

王喜光

汪立平 庄晔 邱永宁 Siegfried Schmitt　

Bedirhan Aytac 韩军先 李培蓉

张东 刘军 英霄 郇庆祥 杨双来 王敬华 张桂忠　

袁青照 郭立金 耿伟 高志胜 王海见 房兴玉 

巩秀江　吴绍泽

杨晓东 王志民 窦建培 吴晓冬 刘柏青 潘伟 彭刚

周丽琴 谭明玉 桑小田

康玉宾 雷福斗 李国强 赵如愿 张宇 朱翠雪 

王晓辉

东营海森密封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一通密封有限公司

安徽库伯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烟台艾迪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中川液压有限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传动分公司

反应堆压力容器 O形密封环

中国气动工业发展史

高压大流量比例阀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高压轴向柱塞泵 /马达设计与

测试关键技术及应用

液压式大负载双波冲击试验系

统研制

工程机械用液力变矩器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

液膜润滑非接触式机械密封关

键技术研究与开发应用

炼油装置离心压缩机用 15-

19MPaG 高压干气密封

液压马达用高压油封

大型及行走式工程机械关键密

封技术研究

TLCF025-DBEM-1X 高压大流量

先导控制插装式比例溢流阀系

统研究

大流量电液伺服插装阀的研发

28-30T 挖掘机用斜盘式轴向柱

塞泵

高精密液压铸件－挖掘机专用

整体式多路阀阀体

ZS632 型高效节能环保挖掘机

HD-MWVL25-1X/Y-FWD75 履带式

起重机用 LUDV 多路阀

节能型大能容液力变矩器的应

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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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新技术 New Product & New Technology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M15001

M15005

M15006 

Q15002 

Y15004

Y15005

Y15009

Y15010

Y15015

Y15021

Y15023

Y15032

Y15034 

Y15039 

YL15002

YL15003

朱斌 林建华 陈惠玲 林晓平 陈杰峰 赖晓荣

龚旭远　张新立　沈迪庆

吴益民 沈铁伟 耿艳春 丁锋 曹岳强 杨瑞

严瑞康　单谟君　单军波　洪齐远　竺必峰

金瑶兰 王思民 方群 丁建军 云霞 俞帅 程雪飞　

陈立辉 赵晓华 张宪 魏湉 李涛 缑楠楠 王志骏　

张安伦

于安柏 汪汝军 刘鹃 胡楠 石东明 王培德 宋孝臣 

朱晓峰 尹莹 王国权

刘庆教 刘朋 张虹源 郑圆圆 林强 赵书祥 金全明

顾丹

陈登民 刘庆教 刘朋 郭彦斌 刘丽 刘先才 张记超

耿艳钞 陈向兵

宣锋杰 顾立峰 陆跃德 沈振嗣 苏欢欢 姜旭东

潘骏 焦文瑞 秦志文 马超 沈启志 谷礼华 杨培　

张强华 笪谦 夏云峰 王恺

周亚东 陈文辉 郑金朝 孙小平 刘伟

李泰林 卢海锋 贾爱华 汪利娜 张宁波

王东华 李跃军 叶荣科 聂九骏 穆翔宇 马超

龚金楠 董超 樊凡

程三红 邵国建 徐云奎 朱明山

黄金火 黄达机 谢厚刚 黎尚烽 吴德燊 刘建强

郭世宝 丛培林 孙永祯 张文晶 宋晓庆 周恒斌　

吴琼 胡浩 林枫桐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慈溪市高新密封材料有限

公司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佳尔灵气动机械有限

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〇四研究所

上海衡拓液压控制技术有

限公司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

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湖州生力液压有限公司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浙江华昌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

公司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主要完成人                     项目完成单位

三等奖

MXQL 系列高温蒸汽旋转接头

环保型半金属缠绕式垫片

高补偿性金属石墨复合垫片

JELVD 旋转阀

YS-187 型电液压力伺服阀研制

6通径高频响电液伺服比例阀

研发

铰点自拆卸式液压缸

双缸对焊套筒式串联密封结构

液压缸

模块化复合控制集成装置

BZZ1E 侧面油口全液压转向器

CMZ** 系列双向齿轮马达

GC30-2-A 插装比例电磁铁

无冲击宽电压防水型电磁换向

阀

HD-4WE10…74-3X/A0.8/FS2

液压技术研发关键设备购置

集成

输入、输出组件独立支承调速

型液力偶合器

YOTFC800 型调速型液力偶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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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04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P 08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P 02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P 06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 10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 :“泰丰”牌液压阀

P 12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获表彰产品 :“萧星”牌密封材料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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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

（排名不分先后）

P 01  前言

       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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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  

        我们一直在行动

国家工信部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质量品牌工作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业质量品

牌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深化推进工业质量品牌建设，加快实施工业转型升级的工作任务，突出解

决工业企业质量品牌能力不足问题、提高质量信誉和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品牌竞争力和附加值，

逐步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品牌发展道路。

品牌建设实力可充分体现企业的能力，既包括把自身产品做好的设计制造能力，也包括把品

牌培育工作做好的战略制定、资源管理、过程协调和持续改进能力。从我国企业状况看，后一种

能力的欠缺更为突出。协会致力于推广品牌培育成果，目的就是要加快提升这种能力。

“品牌建设，我们一直在行动”，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积极落实国家工信部提出的“工

业质量品牌建设”工作具体措施行动，并坚持推荐优秀行业企业参加申报评选工作。

在 2013 年出版的 PTC ASIA 增刊刊中刊“行业的骄傲”中，重点报道了 9 家中国液压行业首

批荣获“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的企业，全面展示了这9家企业的品牌培育、品牌创新、

品牌经营、品牌文化等，为行业企业的品牌建设树立了标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指导作用。

2015年，协会继续充分利用PTC ASIA展会影响力、协会会刊等传播载体，积极宣传行业品牌，

为优质品牌提升市场推广效应。

本次“行业的骄傲”继续报道我行业获得工信部授予的“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的 4 家企业，以及获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授予的 2014 年“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的 2

家企业，供大家学习和分享。这些企业对品牌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取得很好的成绩，成为品牌建

设中行业的典范和骄傲。 

另外，在中国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 2015“中国机械 500 强”榜单中，我们欣喜地得知 8 家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企业赫赫在列：金城集团有限公司、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博威

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 8 家

企业的综合实力得到社会给予的高度肯定，他们的进步又为行业增添新的光彩，成为行业的骄傲

和学习的榜样。

2015《中国机械 500 强研究报告》强调，“中国机械 500 强”榜单是为了彰显机械大企业在

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更多的机械企业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坐标。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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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质量铸造品牌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德液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以品牌培育

战略为先导，以满足相关方需求和期望为出发点，以

创建品牌培育过程系统图为基础，以“一条主线，三

个支撑”有效整合管理体系、构建品牌培育管理体系

文件、落实品牌培育管理职责为支撑，以科学配置五

个品牌培育资源为保障，以重点把控八个品牌培育关

键过程为手段，以打造精益求精品牌文化为核心，形

成华德品牌培育管理结构体系。

华德品牌培育创新点包括：运用 PDCA，即策划

阶段、实施阶段、监督和测量阶段、持续改进阶段，

闭环管理思想，创建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过程系统图；

层次化、系统化搭建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文件，遵循“过

程方法”编制品牌培育控制程序；通过“一条主线，

三个支撑”模式，有效整合管理体系；“五对比”分

析品牌培育关键绩效指标 ( 数据和“目标对比、历史

对比、行业平均水平对比、竞争对手对比、标杆对

比”)；科学配置五个品牌培育资源；重点把控八个

品牌培育关键过程；全面打造具有华德特色的精益求

精品牌文化。

华德液压贯彻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主要工

作包括：成立了集团品牌培育机构，组织编写了《品

牌培育管理手册》、《品牌培育控制程序文件》、《品

牌培育记录》等文件，组织开展了品牌培育内审和

自我评价，撰写《企业品牌培育能力自评报告》，

关注品牌培育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华德液压开展

品牌培育工作的主要工作思路是“系统搭建品牌培

育管理体系、充分贯彻实施并持续改进，满足顾客、

供方、员工、股东、社会等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

持续增强品牌培育能力，提升品牌价值，实现企业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持续成功”。

华德液压创造性地建立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过

程系统图”，并以此为核心，贯彻实施 PDCA 持续改

进闭环管理思想。

策划阶段，首先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分析品牌

培育组织环境和相关方需求和期望，进行战略和方针

的制定，按照对品牌培育过程进行策划和控制对品牌

培育过程的职责和授权进行规定。

实施阶段，配置品牌培育资源，对品牌培育资源

（包括财务资源、人力资源、供方和伙伴、自然资源、

知识、信息和技术）进行管理与配置，对 8 个品牌培

育关键过程（品牌定位、品牌设计、技术创新、产品

开发、品牌传播、品牌更新和延伸、信誉和风险管理、

品牌保护）进行管控。

监视和测量阶段，对品牌培育关键绩效指标进行

监视和测量，进行标杆对比，定期开展内部审核、自

我评价和管理评审。

持续改进阶段，针对在监视和测量阶段发现的

问题和不足，对策划阶段和实施阶段所涉及的策划

及实施的活动进行持续改进，形成一个闭环管理持

续改进的系统，也同时体现卓越绩效管理体系中倡

导的“方法、展开、学习、整合”的思想，不断改进，

持续提升品牌培育业绩，夯实品牌培育工作基础。

并通过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在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赋有华德特色的品

牌文化。 

华德液压品牌培育，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企业员

工都能从自身做起，共同形成了促进企业发展的品

牌文化氛围，突出体现在人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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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待生产经营工作的态度、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以

及价值取向等方方面面，华德品牌文化不仅根植于

每名员工的头脑中，也能从员工的工作和精神状态

中体现出来。

华德积极贯彻华德品牌文化思想。华德总经理陪

同参观人员来到生产作业现场，俯下身来，用手擦拭

地面，并以比喻的方法示意给大家看，“包子掉在地

上，捡起来就能吃”，由于液压阀产品属于高精度产

品，对于产品清洁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强调“去

刺去刺再去刺，清洗清洗再清洗”，以这样耳熟能详、

简单生动的话语激励华德员工永无止境地追求卓越；

同样在宣传品牌培育的过程管理以及“下道序就是上

道序的用户”的思想下，公司倡导华德员工做到“绝

不让不合格的产品在我手中产出，绝不让不合格的产

品在我手中溜过”，以用户为关注焦点，为用户负责，

替用户把关，精益求精，诚信生产、经营。  

“华德是我家，我爱我的家”，在全体员工全力

营建一个“铸世界品质，创国际品牌”的品牌文化过

程中，华德液压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增强，华德职工编写了很多优秀的品牌格言，例如“科

技创新生活，质量成就品牌”、“以人品带产品，以

品质带品牌”、“用质量捍卫品牌，用品牌驾驭未来”

等等，职工们把这些座右铭写在自己的工作台边，时

刻激励着自己，点点滴滴做好工序的每一步。

华德液压秉承“精益求精”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坚持追求完美，用质量铸造品牌。

一是把培训学习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造

就一支质量意识强、技术水平高的生产队伍。

二是先进的、精良的设备是生产高品质产品的前

提。华德液压拥有主要生产设备 1200 多台，数控设

备 110台，主导产品零件的加工设备均为德国、美国、

日本、意大利、瑞士的加工中心及高效、高精度专机。

三是大力推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华德液

压最早于 1997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对企业质量管理起到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作用，尤其

是促进了企业全员全过程全面开展质量管理和持续改

进，提高了组织内员工满足顾客要求的意识。

四是开展科技质量攻关活动，解决质量顽症。华

德针对用户反馈意见突出的质量问题，持续开展质量

攻关活动，不断利用技术手段持续提高业绩。

五是开展小改小革活动，进行工艺创新。开展

形式多样的质量改进活动，包括 QC小组、技术攻关、

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现场改进、“长有”创见活动、

质量周活动、“小改小革”活动和“四小”创新活

动等。其中华德 QC 小组获得全国机械工业 QC 成果

一等奖。

六是实施六西格玛管理。在“十二五”期间，华

德液压通过深入贯彻实施六西格玛管理模式，打造华

德精品，这是华德液压在产品逐渐做大做强，市场规

模逐步扩大时，简化流程、降低成本、降低浪费、提

高产品品质所采取的战略措施。

人心齐，泰山移，华德液压主导产品产量持续提

升，液压阀、液压泵马达和液压成套设备等产品先后

获得了“北京名牌产品”、“北京著名商标”、“全

国用户满意产品”、“中国液压行业最具影响力产品”、

“中国市场用户满意第一品牌”、“中国机械工业质

量奖”、“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等多项荣誉

称号，受到广大用户的赞誉与好评，产品被广泛用于

冶金、机床、军工、船舶、化工、航天、工程机械、

建筑机械等领域，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近 10 亿元，

管理水平迅速提升，资源配置更加趋于合理，核心竞

争力明显提升，规模领先于国内同行业水平。

华德液压荣获“工信部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和“中

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等称号，这些称号的获得是社

会各界对华德产品质量、性能的认可，是“华德”品

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体现。展望未来，华德液压作为

品牌培育示范企业，将继续深入推进实施品牌培育体

系，持续增强品牌培育能力。目前“提升品牌价值”

已成为华德液压上到管理层，下至员工的共识。借助

培育品牌，将提高顾客对华德产品的认知程度，增强

市场竞争能力，同时，在激烈的市场博弈中，发挥华

德液压在信誉、文化、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提

高顾客对华德产品的忠诚度和美誉度，创造品牌溢价，

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使华德液压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服务全球客户 , 实现华德液压“铸世界品质，创国际

品牌”的品牌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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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邦品牌   全新启航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邦集团）始创于

1993年，历经 23年的发展，现拥有浙江温州、上海、

江苏徐州三大生产基地，是一家专业从事工程液压元

件及注塑机设计与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主

要产品有液压件、斜轴式柱塞马达 / 泵、卷扬和回转

减速机、注塑机等五大类、一百多个系列两千多个品

种，为客户提供一整套液压动力系统，广泛应用在工

程机械汽车起重机行业代替国外进口，市场占有率在

汽车起重机行业中位居第二。

公司主导产品为电液比例控制负载传感液压多路

阀，该阀是为高端汽车起重机专门研发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产品，它犹如人的神经中枢起

着控制汽车起重机大臂的伸缩、大臂的变幅和主、副

两卷扬机构的起升与降落，是汽车起重机液压控制系

统的“心脏”。

品牌培育试点工作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生产工程机械液压件的工

业企业，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企业与产品品牌的建设，

根据《圣邦集团有限公司品牌培育试点工作计划》，

圣邦集团已经建立和实施并持续改进品牌培育管理体

系，持续并增强圣邦集团的品牌培育能力。

圣邦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3 月正式导入“品

牌培育管理体系”，品牌培育办公室依据体系要求，

组织全体人员学习标准、随后起草并发布《圣邦集团

有限公司―品牌培育管理手册》、《品牌培育管理程序》

等体系文件，在公司范围内已全面展开实施和运行。

半年多来通过品牌培育过程的实践，深刻感受到品牌

培育实施过程对企业管理中的组织架构的重置、资源

配置、文化渗透、持续改进的作用和意义。

圣邦集团的企业文化就是“以人为本，规范管理，

持续改进，客户满意”，其中“以人为本”就是最核

心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就好比一条大船，每个人都

是这条船的主人，而这条船到底能走多远，还是要靠

所有人的齐心努力。

圣邦品牌培育规划愿景：短期品牌战略：利用品

牌影响力扩张国内主要工程机械液压件市场；长期品

牌战略：打造中国最大、最优秀的液压集团。

圣邦品牌培育过程紧紧围绕工信部品牌培育实施

指南展开工作，通过逐步完善八大关键过程要素，整

合圣邦现有资源提升圣邦品牌影响力。八大关键控制

过程：品牌定位、品牌设计、品牌更新和延伸、品牌

传播、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信誉和风险管理、品牌

保护、品牌文化塑造。

品牌培育案例解述

◆品牌系统诊断  夯实品牌基础

圣邦集团借助品牌培育实现企业综合管理的系统

诊断与改善，为进一步提升集团公司的品牌培育管理

能力，专家组建议从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和改善：

1. 发挥顶层设计组织保障领导作用，善用规章

制度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2. 强化圣邦集团品牌培育意识培训，让每一位

同仁为“圣邦集团”服务而自豪；

3.切实推行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梳理技术、质量、

信誉、管理同步提升；

4.深入研究、确立学习标杆，形成学标杆、赶标杆、

超标杆力保竞争力；

5. 深度挖掘圣邦集团品牌培育关键过程，提炼

经典文化，智慧演绎圣邦集团品牌；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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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稳步推进品牌培育“三段十二动”专项活动，

将培育品牌一系列增值活动根植到“圣邦集团”每一

位员工心中，影响和带动相关方共同维护“圣邦集团”

品牌，以为“圣邦集团”服务而自豪。

◆品牌体系建设  品牌全新起航

圣邦集团品牌通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现已成为

圣邦集团的核心战略问题。如何持续提高圣邦集团品

牌的效应，构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的市场

表现，是现在摆在圣邦集团人面前的一大难题。

2013 年，圣邦集团顺利成为第二批品牌培育试

点企业，得以依靠国家品牌培育的大环境，开展系统

化的品牌培育工作。建立、实施和运行品牌培育管理

体系，搭建品牌培育基础，提升产品质量、生产和信

誉等方面的管理。为实现圣邦集团百年梦想保驾护航。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开发核心泵车组件

PSV 系列安全阀是一种背压式的泄压阀门，可以

保护系统部件免受高压的损坏。PSV 系列安全阀可直

接装在高压容器上，也可用管子引出。当系统压力上

升到高于安全阀设定压力时，安全阀将开启，放出少

量的介质。当系统压力逐步降低时，安全阀渐渐关小，

直至关闭。PSV 系列安全阀一般安装在冷凝器或储液

器上，以便在操作不当或由于某种原因而引起高压管

路的压力过高时，制冷剂能自动顶开安全阀，泄放到

制冷系统外面，使制冷装置免受损失。

PSV 系列安全阀是泵车的主要控制阀，目前中国

市场上的 PSV 系列安全阀基本依赖进口，德国某品牌

的 PSV 系列安全阀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现在

国内的混凝土泵车使用的 PSV 系列安全阀基本依赖进

口，不仅货源和价格掌握在别人手里，长期的技术垄

断也使国内的泵车发展受制于人，举步维艰。长期的

依赖进口还带来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国外市场

控制货源，致使供货期长，而且国内的售后服务不健

全，技术服务得不到及时处理等等。以上这些都极大

地限制了国内泵车的发展。因此，开发、设计并制造

出可替代的 PSV 系列安全阀至关重要。

圣邦集团总经理亲自带队，深入市场进行调研，

广泛收集信息和资料，组建专业团队，进行技术攻关，

经历大半年的研究和摸索，终于成功开发出可替代的

PSV安全阀，突破国外垄断，对圣邦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安全阀设备虽然在长期的发展中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是与国外先进的设备相比还存在着一定

的差距，这在国内市场上表现的十分明显。要想冲出

国门，首先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技术。不断地加

强创新力度，学习更多的新技术，研发设计生产更多

先进的安全阀设备，克服道路上的艰险。

圣邦集团组建专业团队，融合技术、工艺、设备、

制造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对市场最好的产品进行拆解，

对产品技术难点进行准确定位和技术攻关，研究制定

圣邦集团自己的产品架构图。经历大半年的研究和摸

索，终于成功开发出可替代的 PSV 安全阀，突破国外

垄断。

品牌示范工作体会

2013年作为国家提出“十二五”规划第2个年头，

也是工信部开展工业企业品牌培育的第 2 年，圣邦能

有幸入选 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品牌示范企业，开启

圣邦品牌培育新篇章，这将是圣邦品牌发展的历史性

转折点，为“打造中国最大、最优秀的液压集团”实

现圣邦品牌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圣

邦创立至今已有 20多个年头，圣邦人“有一股劲”，

这股劲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做好自己的产品，“专注、

专业、专一”。相信在未来发展品牌上圣邦也能像做

产品一样将圣邦品牌打造成液压领域的“领军品牌”。

在这一年中圣邦集团在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带领下

通过对圣邦品牌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公司品牌战略目

标与方针，提出品牌培育目标，建立健全品牌管理体

系文件，逐步增强圣邦品牌建设意识。由于品牌培育

管理体系的导入使公司无论是在品牌的资源、品牌意

识、品牌的知名度以及企业内部的流程管理、质量、

员工整体素质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尤其是通过品牌

培育对质量模块持续改进，使产品质量稳定性得到大

幅的提高，得到客户高度的认可，为圣邦品牌树立了

新形象。

圣邦集团作为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业核心零部件制

造商，20 多年来一直坚守着那些专业与专注的精神，

为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相信通过

此次工业企业品牌培育活动，圣邦品牌将走得更远，

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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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始建于 1943 年。目前，是工程机械、精密铸件、液

压产品、机电液成套装备、农业机械等行业生产、研

发、销售为一体，多元化发展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

公司下设力士德机械、常林重科、中川液压、中川重

工、常林铸业、常林农装等八个子公司。公司现有职

工 5212 人，占地 150 万 m2，公司是中国 500 家最大

的机械工业企业之一，主持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

技支撑计划“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研制”-“农业

装备试验监测技术研究”课题。1999 年被认定为山东

省企业技术中心，现拥有山东省中瑞超高压液压主件

合作研究中心、山东省中德工程机械多缸柴油机合作

研究中心、机械工业手扶拖拉机工程研究中心、山东

省液压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现代农业装备行

业技术中心，同时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并在北京、

青岛、日本、德国等地设立 4 个分支研发机构；主导

产品有工程机械、精密铸件，中川系列液压泵、液压

阀、液压马达，机电液成套装备、农业机械等。“沭

河”牌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沭河”牌

手扶拖拉机被评为“中国名牌”、“商务部最具市场

竞争力品牌产品”；“常林德宝”工程机械被评为“山

东省名牌”。目前，公司品牌价值为 101 亿。

公司先后被评为“国家 863 计划 CIMS 示范工程

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中国机械

工业管理基础工作规范化达标单位”、“中国机械工

业管理进步示范单位”、“全国机械工业绩效评价百

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第六届理事

会副会长单位”、“全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奖”、“全

国无质量投诉产品企业”、“机械工业现代化管理企

业”、“首届山东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优秀

奖”、“中国机械工业名牌产品”、“山东省信息化

管理示范企业”、“山东省优秀民营企业”等。集团

每年将销售收入的 5％～ 7％用于科技研发和技术改

造，先后完成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150 项，获国家专利

156 项。2007 年，“多功能农业装备与设施研制”项

目中标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

公司拥有该产品核心发明专利 3 项，打破了国外

公司对大马力轮式拖拉机的技术壁垒，填补了国内空

白。在液压件国产化关键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

填补了工程机械关键液压件的国内空白，居国际先进

水平，为公司液压件项目量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品牌培育方针

培育方针为：钻石精品绿色环保，能源合理有效

利用，高效创新打造团队。

钻石精品绿色环保：常林品牌培育要以“品质可

靠”为基础，一定要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为

用户提供质量可靠的产品，同时还要提供良好的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 , 保障公司的服务承诺得到实现。提

升员工诚信、值得信赖的能力与素质也将是品牌建设

的重点。常林的企业使命是：创造文明，成就和谐，

为员工提供进步的舞台，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为

国家提供珍贵的财富。品牌培育的过程不仅要为客户

提供节能降耗的绿色解决方案，同时将环保理念应用

在企业管理各个环节当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培养员工的绿色意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致

力于将“沭河”品牌打造为中国驰名和世界知名的国

际品牌。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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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合理有效利用：常林致力于能源的合理分配，

通过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确保能源的有效分配合理利用，通过内部节能挖

潜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对公司产品的改造

升级，为用户提供节能环保产品，比如：开发节能挖

掘机和科威泰克空气滤清器来保证用户使用到优质环

保的绿色产品。

高效创新塑造团队：公司加强产学研的联合，成

立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德国研究所、日本研

究所、国家级科研开发中心，开发和创新产品，使产

品不断升级改造，适合国内外用户的不同需求。创新

是常林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品牌培育的过程，

也是不断深化创新、扩充创新形式的过程，常林的创

新不仅要体现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更加强调整合

各种内外部资源的协同创新，与利益相关方共创共享。

通过产品创新和品牌培育，塑造一支强有力的科技开

发队伍和工作队伍。

品牌培育目标

◆进一步梳理、优化企业品牌管理流程，工作流

程以流程图的形式展现，明确与品牌相关的各职能部

门工作职责，并形成制度，建立工作机制；

◆提升员工“为品牌服务”的意识，相关岗位的

员工能够按照品牌培育体系要求按时完成工作，员工

对品牌体系的认知度不低于 80%；

◆通过品牌培育，促进品牌竞争力的稳步提升，

常林在行业内的知名度不低于 90% 并逐年上升；

◆通过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实施，不断稳固和提

升高端液压件、节能挖掘机、智能拖拉机和配套农机

具等核心产品上的市场占有率，确保其新产品市场占

有率保持上升趋势； 

◆顾客满意度大于 85 分，并逐年上升；

◆顾客反馈意见及时处理率为 100%。

品牌设计传播

公司的品牌设计输出主要包括产品铭牌、使用

说明书、电视平面广告、软文专题宣传、宣传册、

电视宣传片、对外介绍 PPT 等。

品牌文化部负责品牌传播的策划、执行和评价

工作。品牌文化部宣传专员根据传播计划和当季度

主题，进行广告、软文、市场活动等品牌推广。对

外传播内容需经部门领导、内容涉及部门领导、董

事会秘书确认审批后，最后经管理者代表通过后才

可对外公开。

品牌基于文化

公司董事长张义华经常说“文化、品牌和制度是

密不可分的，文化是导向，品牌是形象，制度是约束”。

公司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塑造工作，建立了一整套企

业文化体系，树立了“发展常林，经国济民”的核心

价值观，构筑了以“钻石般的精品来自山东常林”为

核心的特色文化体系，形成了“做正确的事，正确的

做事”、“你身边的人就是你的老师和朋友”、“少

说多听，少讲多做，讲你所懂的、做你所说的”、“勤

于学习、认真工作、善于动脑”、“常林有我更精彩”、

“想做的事总有办法，不想做的事总有理由”等员工

挂在口头的品牌文化语言。

文化塑造是品牌培育的基础，会极大地影响到员

工对外的品牌展示。将企业文化中关于责任、诚信、

创新、感恩等元素进行系统凝练，与公司品牌文化进

行思想内涵上的移植嫁接，与公司“有能力、可信赖、

负责任”品牌文化内涵一脉相承。 

品牌文化的传播方面，常林在公司内部开设了《常

林报》、常林论坛、常林广播新闻、常林手机报等丰

富多彩的文化传播媒体，及时向员工传递企业发展动

态，传播向上向善的品牌文化故事。制作了《品牌文

化口袋读本》，将品牌文化的核心理念纳入其中，方

便员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极大地提升了员工对品

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策划实施了“常林品牌文化展

示长廊”，为客户及各合作伙伴来访参观时，提供常

林品牌文化展示交流平台。 

2012 年，为了促进文化落地，常林启动文化审

计和部门特色文化建设活动。在公司文化的基础上，

促进部门文化的百花齐放，让品牌文化走进每位员工

心中。

通过长期文化知识积淀，帮助员工建立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形象，在与客户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展现

出“有能力、负责任、可信赖”的终端品牌形象。



8

行
业
的
骄
傲

液
压
气
动
与
密
封

整合企业管理体系   提升品牌培育能效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

品牌是企业的金字招牌，是市场畅销的通行证，

是企业经济效益的“活水源”。当市场竞争逐步从局

部的产品竞争、质量竞争、价格竞争向品牌竞争发展

时，企业建立和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将有力促进

经济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进一步发扬民族

品牌的影响力，为打造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奠定

坚实的基础，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正是以立新品牌

的培育方式来实现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目标。

上海立新液压有限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品牌培育工

作，通过认真学习工信部借鉴国际通用的管理体系思

想和成熟度评价模型及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和《评价指南》，结合公司自身品牌发展的特点、战

略和目标，研究和探索适合企业自己品牌发展的成功

道路。

公司从具体规划和付诸实施，明确品牌培育试点

的目的，科学地实施品牌培育管理，提高品牌培育的

能力，追求品牌培育的持续成功。

以标准化整合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建设，解决多

头管理、重复管理、难以实施的关键问题，是公司在

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中的一项尝试和体验。

典型经验

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建设初期，公司集中力量，

从计划、手册、程序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要求和落实，

然而时常与其他体系发生碰撞，在具体管理中出现多

头管理、重复管理、以及多张皮、难以实施等问题。

如何与企业的其他体系有效整合，成为推进品牌培育

管理体系建设的一项难点。

之前公司已建立了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28001-2011 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同样面临管理上的整合，公司通过

推进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建立健全了企业标准体系。

形成以技术标准为核心，以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支

撑的企业标准体系，覆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

为规范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充分发挥了标准的

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并取得国家 4A级标准化良好行

为企业的证书，为企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公司是否能继续以标准化体系来整合品牌培育管

理体系，并能使公司管理上台阶，经过 2 年的努力，

公司逐步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整合到标准化体系之

中，具体做法是：

◆以标准化流程策划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战略

公司在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过程中，应用标准

化流程进行品牌战略策划，确定了把培育品牌竞争力、

提升品牌知名度、争创上海乃至中国品牌作为一个重

要的发展目标。明确提出了“质量领先、标准管理、

技术创新、争创品牌”的战略方针。高起点、高要求、

高层次，强化“立液牌”品牌内涵，将品牌战略方针

贯穿于市场调研、产品开发设计、品牌和产品定位、

广告投放等环节的始末。瞄准力士乐、派克等国际品

牌，通过优化自身形象，形成品牌战略。

提出了基于对中国液压现状及客户需求的深入了

解，公司以“树民族品牌立行业标准”为己任，致力

于成为引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明确公司的

品牌愿景：追求卓越标准，铸就国际品质。标准化体

系为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提供了综合的基础平台，

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充分融合之中，避免了二张皮、

管理职责不到位现象的产生。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

不能脱离公司已建立的标准化体系，标准化体系为品

牌培育管理体系提供了支持，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建

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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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是对公司标准化体系内容的具体补充和完善。

◆以标准化管理使品牌文件简化、优化、统一

协调

标准化体系的各类标准同管理体系进行整合，使

标准化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形成相互补充、

相互支持、协调配套的企业管理体系。

根据公司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要求，需要编

制 24 项程序文件，为此公司充分利用标准化体系基

础平台作用，进行整合，将其中 10 项程序文件在原

来的文本上增加有关品牌培育管理的内容，对 24 项

程序文件按标准化体系的流程进行编制、审核并验证

后再加入标准化体系文件之中。通过一段时间的体系

运行，其中《品牌培育战略和方针的控制程序》、《品

牌过程策划的控制程序》、《品牌培育过程的监视控

制程序》、《品牌培育关键绩效指标管理程序》将进

一步进行合并和优化。

◆以标准化体系推进品牌管理的有效运行

公司通过努力，建立了经国家认定的 4A 级企业

标准化体系，切实发挥标准化工作的技术基础作用，

重点开展关键技术、关键工艺标准的制定，建立和不

断完善标准体系；把促进技术进步作为标准化工作的

着力点，用标准助推科技成果应用；使公司的各项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并有效运行。避免了随意性、保证

各项工作的有序化。

以标准化体系推进品牌管理的有效运行，是公司

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出发点，建立品牌培育管理

体系，形成品牌可以量化、适用的标准化文件，是对

公司标准化体系的补充和完善。按标准化的模式推进

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能促使品牌建设更加规范、具有

持续改进的能力。

实践效果

将品牌培育管理体系进行标准化整合，是强化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目前公司已形成

1433 项企业标准，其中技术标准 1093 项，管理标准

221 项，工作标准 119 项，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文件也

形成标准整合于其中。

立新品牌战略的培育之路，内在靠产品的质量和

功效，让顾客用口碑传播品牌；外在的则靠公司形象

宣传和服务，通过市场活动提高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培育与实践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

◆质量是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基础

企业创品牌，质量是内涵。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是企业形象的支柱，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题。确保

公司员工都要树立强烈的产品质量意识，把产品质量

管理贯穿于整个公司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全过程。

◆创新是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主题

公司的发展在于内涵的发展，要在日新月异的变

化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只有不断创新。创新应包括

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同样也贯穿于整个公司实施品

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全过程。

◆文化内涵是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灵魂

品牌的一半是文化，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决定

着品牌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品牌企业经营的不再是单

纯的产品，也是在经营一种文化，良好的品牌形象是

公司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必要条件。

◆服务是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的保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类产品的质量、

技术含量等日趋接近，这就使品牌之间的竞争逐步转

移到了“服务”的焦点上，做好服务工作，使顾客对

产品增加品牌忠诚感，是公司实施品牌培育管理体系

的一项重点。

综上所述，公司通过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使

品牌意识深入人心，维护、参与品牌培育建设已形成

自觉的行动，在市场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获

得上海市专利工作示范企业、上海市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上海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装备制

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品牌、上海市创新型企

业、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2013 年立新公司与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

公司（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强强联合。并已在江苏常州组建新的企业，因此，

长期受国外垄断的关键基础件高压液压阀的产量将从

原来立新公司的 30 万件上升到 200 万件，产品质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立新品牌做大做强，我们坚信：

立新的民族品牌通过培育一定会弘扬光大，立足于世

界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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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品牌为企业生命线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品牌竞争力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液压）

拥有一批国际领先的二通插装阀高新技术系列产品和

系统集成核心技术，73项专利技术（发明专利9项），

承担国家级、省级重点新产品多项。大流量电液比例

插装阀、机械反馈比例伺服节流阀、比例伺服二通插

装阀等多项产品被列入国家重点新产品目录（科技部

2010GRC60010、2011TJC60152、2012GRC60032）和国

家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财建 [2012]258 号），通

过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产品已达

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多项产品先后被评为中

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优秀新产品奖和省市多项科技进步奖。

与浙江大学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

江大学机械电子控制工程研究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

合作关系和学术成果试验基地，成立“浙江大学国家

电液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济宁分中心”，产学研合

作涉及到多种新产品的开发，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

而且为替代进口和国家重大装备项目及国防安全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组建了“院士工作站”、“山东

省液压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企业技术

中心”、“山东泰丰液压工程技术研究院”，拥有较

强的技术优势。

公司具备强大的成套和自制能力，年产 6000 吨

液压集成阀块，加工装备高端精良，产品水平高，销

售市场广阔，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70%，在锻压行业

的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并广泛应用于注塑

机、铝型材挤压机、冶金机械、矿山机械、石油机械、

船舶工程、农业机械及工程机械等行业。而且在国际

市场知名度较高，现已批量出口，远销欧美、日本等

国际市场。

正是基于泰丰液压对配套产品的质量良好的服务

有严格的要求，如太原重型、天津锻压、合肥锻压、

南通锻压等约近 80 多家客户将泰丰产品作为必选品

牌，几乎是 100% 选择，这些客户提供的订单占公司

年销售收入的 70% 以上。同时，泰丰产品在其他大型

招投标活动中成为了终端客户的首选品牌。                                                                           

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公司核心管理层均是多年从事液压行业的专家，

对行业有深刻、独到的理解，且具备坚韧的执行力。

实行严格的法人治理，公司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的处

理，由高管团队集体决定。还建立了中高层管理人员

及全体管理团队每周一次的学习型组织活动，通过培

训和讨论，树立和增强执行力的意识，及时协调和解

决工作中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公司管理团队都是在公司工作多年的核心骨干，

对我国液压行业的发展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公司有

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忠诚。管理团队轮流在北大光

华学院脱产学习，中层管理人员先后在济南大学脱产

深造，公司在燕山大学设立长期的奖学金制度，培养

潜在的技术与管理干部，公司坚持长期的学习型组织

活动，创立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

公司推行了 OEC 管理法：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即：每天的工作每天完成，每天工作要清理并要每天

有所提高。OEC 管理法由三个体系构成：目标体系、

日清体系、激励机制。公司在推行 OEC 管理过程中要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完善日清表，采取多种奖励形

式（如设管理创新“TOEC”大奖等）与考核并存方式，

自创适合自身发展的 OEC 管理模式，统领和真正提升

“泰丰”牌液压阀荣获“2014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11

行
业
的
骄
傲

液
压
气
动
与
密
封

自主管理能力。

公司建立了事业部工资总额、事业部部长薪酬待

遇、员工收入与事业部经营业绩（如与销售产值、实

现利润或销售回款）等指标挂钩的内部市场化运营模

式。对事业部的绩效考核，重点将销售产值（资金回款）、

利润、质量、事业部当月工资总收入等指标列入绩效

考核指标，以此建立事业部的新型绩效分配关系。

公司建立了生产计划管理流程、生产计划制定流

程、生产计划接单流程、生产目标管理流程、生产进

度运作流程、生产问题处理流程、生产运作组织协调

流程、生产调度会组织管理流程以及“6S”推行流程

的生产管理与运行体系。严格做好生产的计划和组织

工作，做到按照产品的轻重缓急，倒排工期，并在生

产安排上以提高效率和满足客户需求为重点，实行管

控，确保了生产的有条不紊。实现了质量、成本、交

货期和服务的“四位一体”。

公司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了智能制造，实现产品

设计数字化、制造装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企

业管理信息化。形成“安全、有序、高质、高效”的

现场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现场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标准。

现场管理要从细节做起，从基础做起，从点滴小事做

起，使干部员工自觉养成现场管理的良好习惯，从员

工的言行举止、物品的定置定位及现场活动等方面实

现了标准化。

企业创新能力

公司有 131 名科技研发管理人员，占员工总数

的 33%，中、高级以上职称 45 人，占科研人员总数

60%，其中学术带头人 3 人，聘请国内外资深技术专

家 8 名，形成一支由德籍博士、日本专家团队、中国

工程院院士等国内外液压学科带头人组成的研发团

队。建有集研发和公共服务为一体的山东省液压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济宁分中心、山东省院士工作站、山东省企

业技术中心及技术研究院等研发平台。与浙江大学、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燕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了多年的产学研合作，广泛深入

地与世界知名企业如德国力士乐、德国舒尔茨、德国

艾通、美国伊顿、美国派克、美国丹佛斯、意大利阿

托斯、日本川崎等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年交流量在 60

人次以上。

2013 年来公司的研发投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重 4.8%，远远高于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不仅建立了高水准的研发平台和软

硬件设施，还购置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加工制造设

备、高性能的产品检测试验手段、计算机辅助测试的

液压型式试验台，并建设了300亩TF公司科技工业园，

保证了技术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附加值产品。

公司通过原创性创新，根据市场变化，不断满

足下游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要求，对二通插装阀技

术工艺等进行创新，适应并满足市场需求，在不断

地研发和探索中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

机制，为泰丰液压的技术领先奠基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为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制定了新产品开发奖、

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品奖、专利项目奖、科技

攻关项目奖、新产品销售额提成奖和综合考核奖等

多项鼓励开发创新。

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品牌是市场竞争的最大

优势，谁拥有品牌，谁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领优势。

品牌是由企业培育、经市场检验而缔造出来的，培育

一个品牌，必然是一个从设计理念到生产、从销售到

服务的长期经营的过程，形成和提升一个产品的品牌

竞争力，更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艰难过程，创建和提升

自主品牌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多年来，公司视品牌为企业命脉，在创建公司品

牌的过程中，公司深知产品质量是创建名牌的基础，

严格推行精细化生产，加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

质量管理，严格按标准、按技术要求、按工艺组织管

理和生产，严格质量控制、质量检验和计量检测，为

了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绝不在质量和服务上妥协、

放松；另外，公司对品牌的定位进行了清晰精准的分

析，突出了品牌产品的鲜明个性，从而保证了品牌自

身的优势特征与目标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相统一，满足

了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公司还通过品牌建设，进一

步带动了企业发展，以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大研发

和技术装备的投入，建立了“研发产品、拓展市场、

打造品牌、成就产业”的创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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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创新发展   铸就百年国泰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品牌竞争力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密封）作为国内填料静密封行业的龙头企业，一直致

力于企业品牌建设。经过近 30年深耕细作，国泰密封

在国内填料静密封行业领域的技术开发能力、生产制

造能力、市场网络销售能力和产品服务形象等方面在

全国同行业内已处于领先水平，品牌竞争力日益增强。

公司先后构建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应用

技术研究所、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五大科研平台，

同时公司与天津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南京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国内 18家大专院校以

及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协作关系，建立了完善的科

研协作开发网络，给企业提供了较为厚实的技术支撑。

公司拥有一支高技术水平、高素质的队伍，研发

力量强，产品定位明确，主要从事密封材料方面的新

产品研发，具有雄厚的产品研发能力。企业要实现技

术专业化最重要的是靠人才来实现，所以公司十分重

视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近几年来公司引进硕士、

博士等高端人才 5 名，目前公司达到高级职称的有 21

人，中级职称的有 29 人，初级职称的有 29 人。已形

成了一支专业分布面广，人才年龄结构档次合理，技

术攻关能力强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队伍，为企业的

后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各类密封材料及制品已获

得了 50 余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11 项、实用新

型专利 24项。为主起草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有 30余项。

产品通过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制造

许可证和美国 ABS 船级社、FDA、API、TUV 等多项专

业产品认证。

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国泰密封从建厂初始就十分重视企业的内部管

理，认为一个企业要想得以发展，创造更大的利润，

就必须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和管理，要从

细处着眼，把企业管理好。所以，公司建立了完备的

法人治理结构、设立了详细的管理制度、制定了长远

的战略规划，力争把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实现创世

界一流密封件企业的目标。

1. 深入推进企业规范管理，抓好制度的执行和

制度的修订。做好对公司财务、经营、生产等领域管

理制度整理汇编。做到制度管人，减少制度执行的随

意性，着力提升全体员工的执行力。改进和提升绩效

管理与绩效考核工作。提升各级考核过程在指标修订、

绩效面谈工作、应用激励等方面工作的开展，促进绩

效与报酬的良性运作。

2. 生产管理方面，对车间流程进一步优化，通

过对车间进行合理搬迁，完善车间之间的衔接；推动

完善工艺管理体系；推动设备自动化改造；规范物料

领用控制和归属，逐步实行材料仓库实现条形码管理；

对车间现场的考核进一步深化，加强对物品定置定位

的考核和安全考核。树立安全生产是头等大事的生产

原则，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

严格执行安全奖惩制度，加大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3. 注重市场建设，促进市场营销方式转型和客

户结构升级。坚持市场调整不动摇，从运作模式的改

变到管理方法的改进，改变了传统的单一销售模式，

探讨多渠道营销方式。从营销思路的转变到服务提升。

依托国内行业领先的优势，建立起强大的市场自信心，

团队协作拼搏市场。

4.注重成本管理和核算工作，主要从生产领域、

“萧星”牌密封材料及制品荣获“2014 年度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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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采购、库存管理等重要环节入手。延伸到后勤、

行政等方面进行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依靠对 ERP 财

务核算系统工作的改进和提高，从而促进成本管理工

作的开展。逐步推行预算管理，加强对应收款的管理，

加强开票的核对，落实责任制，从严控制，将应收款

控制在公司要求范围内。

5.抓好人才队伍的建设，重视各层次的梯队建设，

从企业发展的战略角度去执行和落实，从思想建设和

制度建设两方面着手，改变和提高技术和产品研发人

才队伍、各级管理层的知识化、年轻化和现代化，技

术工人队伍的专业化和多工种技能化。

6. 抓好企业文化建设，抓好职工队伍建设，搞

好员工生日活动、国泰密封报的发行，举办职工文体

活动等，活跃职工业务文化生活，让职工对国泰密封

有强烈的归属感，从而更好的团结在一起，将国泰密

封建设的更加美好。

企业创新能力

公司深刻体会到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是企业

发展的灵魂 , 也是企业发展的活力源泉，为此公司进

行大胆创新，把握创新的主动权，把握市场机遇，做

出适合本企业的创新决策，不断提高创新水平，真正

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而走上一条适合企业自身发

展的创新之路，使企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

◆企业的核心创新理念

公司坚持以“追求创新发展，铸就百年国泰”为

核心价值观，根据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形成了国泰

密封特色的企业文化，全公司思想统一，逐步把创新

深入贯彻到企业发展的各个层面，把创新发展理念落

实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符合创

新实践且具有国泰特色的企业创新之路。

◆坚持走技术创新之路

公司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内容，因此

公司非常注重技术创新，把技术创新列为公司最重要

的创新战略，公司先后构建起“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

发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应用技术研究所、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五大科研平台。

综合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信息管理、分析测试等

诸多功能。同时与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工

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国内 18家大专院校以及科研

院所建立了合作、协作关系，建立了完善的科研协作

开发网络，给企业提供了较为厚实的技术支撑。

研发中心有一支高技术水平、高素质的队伍，主

要从事密封材料方面的新产品研发。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和员工研发激励机制，大大调动

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将研究开发经费纳入

企业年度预算，以确保研发中心正常运行。研究开发

经费按公司年销售收入的 5% 提取，年初纳入企业资

金预算，保障了研发课题的正常进行，激励了技术人

员的研发积极性，对研发中心以企业创新为核心，履

行其实际职责起到根本保证的作用。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创新水平

现代企业运行机制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实践证

明，只有按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企业，才能在竞争

中发展壮大，为了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理顺和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化竞争

的要求，公司在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人力资源、

财务管控、设备采购、经营管理、产品研发、激励

创新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公司实际的管理模式，

特别是在激励创新方面目前公司已建立了公司特色

的员工薪酬考核、人才培养、创新奖励等多项制度，

同时在企业管理中实现了信息化 ERP、OA 系统管理，

实现信息共享，提升信息利用水平，提高企业决策能

力和水平，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把企业的采购、生产、

制造、财务、营销、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有效地集成

起来，有效地支撑企业的决策系统，达到降低库存、

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市场快速应变的目的，从而增强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立足密封材料行业的特点，公司实施完成了“面

向密封材料行业的产品族全生命周期信息集成方法项

目”，该成果是从产品族角度出发，系统地探讨并实

践面向密封材料行业的产品族全生命周期信息集成方

法和平台，主要提出了面向产品族全生命周期信息集

成的密封材料行业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与设计，构建

了面向密封材料行业的 Web 信息获取系统、产品族全

生命周期信息集成模型以及建立基于 ESB 的产品族全

生命周期信息集成方法，并开发构建了对应的信息集

成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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