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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 ASIA 带来新商机 再创新佳绩

——记第二十一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6）

                                                    本刊记者 万  磊（82）

PTC ASIA用创新的理念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同仁的目光，

焕发着新的生机和活力。不仅是展示世界流体动力制造技术和产品

的盛会，也是推动世界流体动力与控制技术进步和传递世界流体动

力产业市场需求变化的重要交流和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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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本届展会，国内外展商表现不凡，新产

品层出不穷，为展会带来新亮点，充分体现了行业

企业对技术创新的不竭追求。

亮点展品

国际交流

媒体宣传

相约 PTC ASIA 2017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作为PTC ASIA的

主办方，在展期与展会合作方、各国同业协会友好

交流，就发展与合作交换意见，是每届国际交流的

重要活动。

二十一届以来，PTC ASIA 展会的成功举办和稳

步成长，离不开各界新闻媒体的关注支持，是你们为

展会发出正能量声音。

2017年 10月 31日～ 11月 3日，让我们再次相

约第二十二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

（PTC ASIA 2017），再次共赴2017高新技术展区和

国际高新技术报告会，共同为展会打造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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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  磊

PTC ASIA  带来新商机  再创新佳绩  
——记第二十一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6）

倍受业界关注和期待的第

二十一届亚洲国际动力控制与传动

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6）于

2016 年 11 月 1 ～ 4 日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展会由中国

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机

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和汉诺威米

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为期 4 天的展会与另外五大工业展

览会——上海国际压缩机及设备展

览会、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运输系

统展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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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展览会再次联合展示，覆盖了

博览中心 W 号馆和 E 号馆，共 12

个展馆，再次打造了动力传动产业

链展示大平台。

“PTC ASIA 用创新的理念和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同仁的目光，

焕发着新的生机和活力。不仅是展

示世界流体动力制造技术和产品的

盛会，也是推动世界流体动力与控

制技术进步和传递世界流体动力产

业市场需求变化的重要交流和学习

平台。”展会主办方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在贺辞中给予 PTC 

ASIA 展会高度概括和肯定。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工业品牌展，PTC ASIA 就是在不

断创新中立稳脚跟。与以往不同的

是，本届展会细分展示范围、聚焦

民族企业、助力中国智造，吸引了

全球 1000 多家企业参展，展出面

积达 6.6 万 m2，近 8 万专业观众亲

临现场。有来自德国、法国、韩国、

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台

湾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

业参展，展会国际性得以充分体现。

自“中国制造 2025”行动纲

要发布以来，工业基础件在装备制

造业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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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用户对集成化、自动化、数字化

以及智能化的需求越来越高。作为

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国际性专业

展会，PTC ASIA 展会一直致力于寻

求展示流体动力、机械传动、轴承、

电气传动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努力

推动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和市场的

国际交流，为展商和观众搭建了绝

佳的交流平台。本届展会上，伊顿、

雅歌辉托斯、维拓斯、南京机电、

航天十八所、北京机床所、苏强格、

三强同维、科达、国瑞、诺玛、亿

太诺、索诺、德氏封、西普力、恩

梯恩、人本、优必胜、诺德、邦飞利、

杭州前进、伦茨、伊维氏、康迪泰克、

中国弹簧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悉数到

场，在各大板块下演绎更精准的产

品展示和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展会同期还举办了一系列专业

技术研讨会、新品发布会、贸易洽

谈会等专业活动，如中日流体动力

水液压技术交流会、VDMA 智能制造

论坛、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液压

产业（上海）专题说明会，为参会

买家观众提供一个不出国门即能领

略全球高新技术动态的交流和贸易

采购平台。

针对重点用户行业，展期举

办了有关汽车行业、工业基础件等

制造业领域的专业性采配会及对接

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包括荷

兰、土耳其、以色列、印度、泰国、

印尼、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的买

家参观团莅临展会现场，涉足领域

包括石油石化、工程机械、机床、

纺织、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制药

和制冷技术等，充分体现了展会观

众专业水平的提高。

为了解国内外流体动力产业和

企业发展情况，我协会领导和专家

走访了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并进

行深入友好的交流。

亮点展品

PTC ASIA 秉承科技、创新和

诚信服务的先进理念，立足中国市

场，为展商提供高端、专业、全面

的展示平台，每届展会都有众多海

内外知名企业携最新研发成果诠释

先进制造业的创新理念，成为行业

企业发布产品、获取信息、探讨技

术以及把握未来发展动态的重要平

台。PTC ASIA 展会不仅是全球动力

传动与控制技术产业的年度盛会，

更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纵观本届展会，国内外展商表

现不凡，新产品层出不穷，为展会

带来新亮点，充分体现了行业企业

对技术创新的不竭追求。 

液压产品

◆美国 EATON 公司主要展出

了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转向

器以及工业液压阀、液压缸等产

品。其中 VMQ 系列叶片泵，具有领

先的压力性能和噪声控制水平，排

量从 10 ～ 463cc/r，压力最高达

293bar，最高速度 3000rpm；主要

应用于工程机械、金属成型机上的

PV 系列开式柱塞泵，有多种变量

控制功能的 X20 系列开式柱塞泵；

主要应用于挖掘机上的 JPVB 型负

流量控制的开式柱塞泵，有压力

补偿和流量补偿的 PV(F)X&PV(F)

W 系列的开式柱塞泵，集成多种控

制阀和冲洗油路的 TVX&TVW 闭式

泵，DuraForce 系列的“按需提供

流量”HPR 开式柱塞泵，DuraForce

系列的具有精确、稳定度伺服控制

装置的HPV闭式柱塞泵，重载荷1、

2 系列闭式回路柱塞泵和马达，中

载荷静液驱动350系列泵和马达等。

◆美国 SUN 公司展出了最新推

出的工业应用领域体积极小的高速

响应、低功耗的电磁驱动数字逻辑

阀 (DLV)，该阀体积极其小巧，典

型响应时间仅为 10-ms，满足了行

走机械对体积重量、响应速度和功

率消耗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在工

业应用领域，一款响应速度极快的

阀可以帮助减少机器的工作循环时

间。该阀内部使用了一个改进的微

型电磁线圈，头部配置了 M12 标准

四针插头以减小体积和重量，简化

了接线部件，实现了减小多阀件集

成阀块所需要的体积。

◆日本住友公司展出的QT泵，

具有超低噪声性能，即便压力和转

速再高，噪声值也几乎没有变化。

由于是内啮合齿轮泵的结构，采用

特殊的齿形使得内部容积相当小。

该泵除了结构简单，零部件的滑动

表面还采用强制润滑，没有零部件

间的接触，功能部件几乎没有磨损。

所以即使在标准泵内使用性能一般

的润滑油，磨损量也少得惊人。还

可以使用高压力（24.5MPa），因

为几乎没有脉动，所以最适合用于

像机床那样有精确速度控制要求的

系统。有低压（6.9MPa 系统用）、

中 压（13.7MPa 系 统 用）、 高 压

（20.6MPa 以上的系统用）的 3 种

压力系统，这些泵还可以组合成 2

连泵系列，所以用途非常广泛。

◆美国美孚公司其样本包含

了对新品 DTE10 超凡系列液压油粘

度的详细介绍：根据标准 ASTM D 

445 检测，其运动粘度在 40℃时为

32.7cSt，在 100℃时为 6.63cSt；

根据标准 ASTM D 2270，2893，使

用 Brookfield 粘度计检测，其

动力粘度在 -20℃时为 1090cp，

在 -30℃时为 3360cp，在 -40℃时

为 14240cp。显示了该公司产品设

计的严谨性。

◆德国雅歌辉托斯公司在行走



84

◆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

究中心在展会期间举行了新品发

布会，重点推介新研发的、代表了

行业发展趋势的高端液压产品——

数字式直接驱动电液伺服阀。相对

于传统的模电产品，其最大的特

点是引入了 CAN 数字式现场总线技

术，能通过数字控制器直接连入

Internet 中，实现系统的远程网络

化控制，符合中国制造 2025 提出的

网络化智能生产的要求。数字式电

液伺服阀内嵌智能芯片，可按用户

不同要求现场修改参数，使产品更

具智能化，提高了产品性能和抗干

扰能力。数字式电液伺服阀可广泛

应用于风力发电、蒸汽机轮等远程

控制场合，也能应用于各类液压伺

服控制系统，为中国液压行业注入

新鲜血液。该中心还展出了组合式

流量控制阀和组合式压力控制阀，

设计紧凑、美观。

◆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

司展出了其获奖产品 DLQ 系列注脂

阀，该阀利用容积定量、气动控制、

换向气缸推动阀芯位移，控制油脂

的加注过程。主要应用于轴承生产

线、汽车活动部位、3C产业、电机、

齿轮等领域的润滑。该公司对双喷

嘴挡板式电液伺服阀进行了改进，

例如加装了外部调零装置，方便了

用户对零位的调整；将前置级过滤

器的位置外移，方便定期更换等。

◆中国航天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第十八研究所针对压铸机、注塑

机、汽轮机等重工业领域的需求，

推出 SFD234 电反馈射流管伺服阀

和 SFL317 电反馈三级伺服阀，前

者先导级供油既可选择内控或也

可外控，还可以使用 X、Y 口进行

先导级的外泄；后者通过差动式线

性位移传感器进行阀芯位置闭环

控制，高分辨率＜ 0.2%，低滞环

≤ 1%，零位稳定性卓越。

◆海门维拓斯液压阀业有限公

司展出的新开发的先导型电反馈比

例方向阀，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号：ZL201020270524.X），

安装尺寸采用符合 ISO 标准规格

从 10 ～ 52 共 7 个系列品种。采用

标准四通比例方向阀做先导级，阀

芯控制阀口变化驱动主阀芯位移

变化，主阀芯具有位移传感器把反

馈信号通过放大器比较以调节先导

级压力流量增益，构成先导型电反

馈闭环位置调节系统。从而控制主

阀口变化量，主级阀属于的四通功

能，具有丰富的控制机能，可实现

阀各种输出流量和方向的连续变化

调节。该系列产品广泛用于数控加

工设备、各种机械自动化驱动系统，

钢铁冶金自动化生产线等。

◆上海诺玛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展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比例伺服阀，

产品覆盖了几 Hz 到 200Hz 系统的

控制要求，产品制造的一致性理念

使得他们的产品性能和可靠性有了

重大突破，为柱塞泵、马达、多路阀、

大流量阀提供先导控制，积极推动

液压产品电子信息技术有效结合。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最新研制的高速摆线液压马

达，转速 3000 ～ 5000r/min，是由

北京机床所 -注脂阀 佛山科达 -轴向柱塞泵 伊顿公司 -开式变量柱塞泵 国瑞液压 -高速摆线液压马达

机械、流体传动控制及液压过滤技

术方面已有 65 年多的经验。主要

展出了，过滤器：回油过滤器、压

力过滤器、高压过滤器、过滤器附

件；流体管理：离线过滤器、离线

过滤器单元、过滤器冷却系统、油

液服务装置、除水系统；传感器及

监测：便携式油液监测设备、固定

式和便携式颗粒检测仪、油品监测

传感器、评估数据和分析趋势软件。

◆德国施拉姆公司展出产品主

要为液压阀及气动阀领域用的比例

电磁铁，其为全封闭结构，抗振动

能力非常强；优化的热传导率以及

安装空间的最大利用，也使得对比

插入式线圈更大的推力和更好的滞

环下的线性做功成为可能。线圈和

整个比例电磁铁的使用寿命也是有

口皆碑。

◆美国 MTS 公司展出的绝对值

输出型线性位移传感器采用公司专

有的 Temposonics 磁致伸缩技术，

实现精确稳定的位置测量。基于磁

致伸缩原理的 Temposonics 技术既

不依赖可移动部件，又不会受到机

械应力作用。因此，相比其他技术，

即使在恶劣工作环境下，该类传感

器也具有相当长的寿命和更高的可

靠性。

◆意大利 Stucchi 公司主营快

换接头，主要用于工程机械的模块

化执行装置的更换，以及试验室中

不同装置的插拔替换。其最高压力

达 42MPa，最大流量为 750L/min。

该公司还展出了部分自来水用快换

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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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线转定子副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

能，最终输出扭矩和转速的液压执

行元件。它采用创新高速配流原理，

突破通用摆线液压马达产品的高转

速禁区，广泛应用于移动和便携的

传动液压系统中 , 也是植保机械和

动力工具重要基础配件。特点：采

用新型配流系统使其具有高速运动

优势，因而具备数倍于传统马达的

转速，同时兼顾马达的高容积效率，

并拥有高速稳定性和耐久性；创新

高压旋转密封技术，旋转输出轴在

高压下也不外渗漏；高速性能好、

效率高、发热量少、节能效果明显；

多种连接法兰、输出轴、油口等安

装形式；同条件下体积质量最小。

◆科达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展出

的 KD-A4VSO 斜盘式轴向柱塞变量

泵特点为：开式回路液压驱动设计；

泵的流量正比于泵的转速及排量，

调节斜盘倾角排量可无级调节；无

级变量，位置控制斜盘结构；优良

的吸入特性；允许额定工作压力可

达35MPa，最高耐压42MPa；噪声低，

寿命长；驱动轴能承受轴向及径向

负载；叠加式设计，优良的功率 /

重量比。

◆天津优瑞纳斯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主要展示了为“超级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配套

的核心关键设备之一——液压促动

器。“超级天眼”共使用 2225 台

液压促动器，全部由优瑞纳斯设计

生产安装，研制难度非常大。如此

数量庞大的液压促动器在控室电脑

主机的指挥下，协调一致、统一动

作。优瑞纳斯生产的液压促动器不

仅填补了多个技术空白，还开创了

多项中国先例，其技术方案在与国

际顶尖液压公司和国内领先液压企

业的招标竞争中胜出。

◆宁波汉商液压有限公司展

出了型号为 MDWE6 的模块式电磁换

向阀组，主要由换向阀模块、泵侧

模块、尾板模块、叠加阀部分等组

成。其主体换向阀模块为 6 通径，

具备 CETOP3 电磁换向阀所有机

能，流量 40L/min 时，压力损失为

0.1 ～ 0.3MPa；泵侧模块可为溢流

阀、电磁阀等，可根据需求而定；

尾板模块也可根据需求而定；叠加

阀部位可叠加液控单向阀、节流阀、

溢流阀、平衡阀等，亦可根据需求

而定。相比之下此种叠加式阀组外

形紧凑，安装空间要求小；节省了

多位置油路块，成本更低；模块式

设计，回路组合灵活，互换性强。

能满足行走机械和小型工业设备对

结构紧凑，搭配方式灵活的液压阀

组合要求，还可减少库存，提高企

业资金周转速度。

◆上海领异表面材料有限

公司专注于 TOZERO@ 渗硫技术的

开发和创新，在低温离子渗硫的

基础上，研究出润滑耐磨梯度材

料 LGM（Lubrication Gradient 

Material）。LGM 表面具有优良的

润滑和耐磨性能，在内部保持了金

属材料的强韧性，LGM 极大地提高

了零件的耐磨性、润滑性等多种机

械性能。该技术应用在叶片泵上，

可改善部件磨合情况、解决咬合卡

海之力 -微型柱塞泵和马达 上海诺玛 -三系列比例多路阀 南京机电 -数字式旋转直驱电液伺服阀 十八所 -电反馈三级伺服阀

死问题、延长组件使用寿命；应用

在柱塞泵上，可提升耐磨能力、大

幅提升机械效率。

◆南京津达液压有限公司重点

展出了JA2FO(M)斜轴式定量泵（马

达），该产品采用带柱塞环的轴向

锥形柱塞、斜轴式设计；用于开式、

闭式回路中的静液压传动；泵输出

流量与驱动转速和泵的排量成比

例；马达输出转速取决于泵的流量

和马达的排量；具有高功率密度、

高的总效率；机构紧凑、经济；用

于行走机械和工业领域。

◆佛山市顺德区中意液压有限

公司展出了核心产品 MRC 系列低速

大扭矩液压马达，该产品是意大利

专利技术成果，为定量曲轴无连杆

径向柱塞式液压马达，主要特点为：

以伸缩套筒代替连杆活塞，无侧向

力作用，消除油缸活塞偏磨；摩擦

副静压平衡，起动扭矩大，低速稳

定性好，输出扭矩脉动小；旋转方

向可逆，输出轴允许承受一定的径

向力和轴向外力；壳体强度高，适

应多方位安装方式。

◆四川省宜宾普什驱动有限责

任公司展出的静液压传动装置，由

主泵部分、马达部分、补油泵及阀

组成，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重

量轻、效率高、寿命长、噪声低等

特点。主要用于联合收割机及小型

工程机械的行走驱动系统。展出的

内啮合齿轮泵，带轴向和径向间隙

补偿，以新月形片式组件做径向补

偿；高压力、高效率、低噪声、长

使用寿命；低脉冲（压力脉冲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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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带双连泵组合。

◆贵阳海之力液压有限公司

展出了原创开发研制的微型液压元

件，所列展品包括微型泵（排量仅

1mL/r）、微型液压缸和微型动力站。

该公司拥有多项专利技术，所开发

的微型液压泵具有高速（2000rpm）、

高压（25MPa）、功率密度高、节

能高效等特点，已经用于工业机器

人领域和军工领域。微型液压缸直

径 14mm，行程 100mm，额定工作压

力11MPa。微型动力单元高度集成，

体积小重量轻，由 24V 直流伺服电

机驱动，采用闭式回路，双向旋转，

无级容积调速，采用无内泄小流量

平衡阀，确保负负载工况的低速性

能稳定。

◆新乡平原航空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展出的真空脱水滤油机，采用

进口或国产优质高效真空泵，不仅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将油液的含水量

降低到低于 100ppm 水平，同时绝

对过滤精度 3μm 的高精度过滤器

还可将系统油液污染度控制在优于

GJB420B4 级（或 NAS1638 4 级）水

平。该系列产品适用于对水分有严

格要求的各类绝缘油、汽轮机油、

液压油、润滑油等油液的脱水、净

化处理。

◆北京三强同维机电液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研发

动静态试验加载系统和运动模拟

系统。主要产品有数字电动缸、数

字液压缸、电液伺服缸、多自由

度运动模拟平台等。其生产的数字

电动缸最大推拉力 ±100kN，最大

位移 ±500mm，最高频率 300Hz，

具有力控制和位移控制，电压

220 ～ 380V，功率小于 1.5kW。

◆杭州励贝电液科技有限公司

拥有多学科联合研发设计能力，生

产液压全自动测试台，提供专业的

工程机械整机电液控制系统方案和

元件，以及各种工业电液控制系统

的集成设计制造、调试与维护服务。

◆南通华东油压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的二通插装阀，采用优质钢件，

控制盖板及集成块表面均进行化学

处理，结构特点有：阀芯不带或带

缓冲头部；五种面积比；六种弹簧

开启压力；多种形成调节装置；一

套多芯的插件结构；内嵌梭阀、单

向阀、节流器；带叠加式先导控制阀。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展出的伺服比例型电磁铁应用于电

液比例闭环控制系统中，与电液比

例控制放大器配套使用，电磁铁上

的 LVDT 直线位移传感器测量头与

衔铁刚性连接，可实现对阀芯位置

的直接检测，从而达到精确控制阀

芯位移的目的

◆山西斯普瑞机械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展出了 SDR 驱动叶片泵，特

点为：属于低噪声定量叶片泵，在

低转速下可保持稳定的流量和压力

输出；多种排量，变换简单；泵芯

部件插装式配合，维护快速方便，

性价比高，可取代结构复杂的内啮

合齿轮泵；采用压力平衡叶片及柔

性侧板，设计巧妙，可降低轴承负

荷，延长寿命；广泛应用于伺服变

频驱动的节能系统。

◆博顿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研发的直线—共轭型内啮

合齿轮泵，可使用粘度范围在

20 ～ 300cSt 之间矿物质液压油、

水乙二醇、油包水乳化液等作介质，

具有简单紧凑、压力高、噪声低、

流量脉动小、吸入性能好、对油液

污染敏感度小、工作可靠、寿命长

等优点。广泛适用于矿山机械、工

程机械、注塑机械、起重机、压铸机、

折弯机、冲剪机、试验机等各种机

械的液压系统。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展出

了在国际市场用户广泛认可、畅销

全球的摆线液压件，摆线全液压转

向器、摆线液压马达、摆线转子泵

及相关的配套阀类产品，目前该企

业摆线全液压转向器、摆线液压马

达产销量居全球前列，在国际市场

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深圳市雷诺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展出的智能液压测试仪（台式），

是液压系统压力、流量、温度、转速、

位移、角度等参数理想的测试与记

录仪器。基于ARM最新微电子技术，

32 位微处理器，12 位 AD 转换，内

置 SD 卡，存贮空间达 2G。确保各

通道 1000 次 /s 同步采样。该公司

研发的智能液压测试系统，为液压

系统压力、流量、温度、转速、位移、

角度等参数的测试提供一体化的解

决方案。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展出了最新款防爆电磁铁，该阀已

通过 ATEX 和 IECEx 认证，打破了

中国防爆液压阀进入国际市场的技

术壁垒，同时给我国高端装备制造

业中有防爆要求的出口产品提供了

选择国产防爆液压阀的机会。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是高端流体连接件的专业配套和

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其生产的接

头采用一体式不剥胶扣压技术，技

术优势有：安装便捷，广泛适用于

GB、DIN、SAE 和 ISO 等各类不同标

准的胶管，通用于一层和二层钢丝

编织增强软管；扣齿穿透外胶层，

直接抓扣钢丝增强层，形成倒钩齿

形防拨脱，更好的保证扣压质量；

外胶层未剥去，扣压处防锈蚀效果

更好。

◆上海敏泰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展出的移动式滤油小车，用于

过滤多种液态介质的移动式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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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可作为液压系统加注、新油

过滤，也可以固定在一个设备上

作旁路过滤。过滤液体涉及矿物基

液压油、水 - 乙二醇、磷酸基液

压油及专用液压油、各类高粘度

润滑油等等，流量分为 40L/min、

60L/min、100L/min，过滤精度：

1,3,5,10,20,30μm 可选。

气动产品

◆意大利 BIBUS 公司展出的

EasyDrive 气动径向活塞马达，特

点是：在满负荷下可启动 / 停止和

转换旋转方向；启动时可获得最大

扭矩，可实现过载保护，免维护，

低噪声，高性能下较少空气消耗，

被广泛应用于机器人和轻工业领

域。气动马达的模块化设计可以节

省空间尺寸，有两种直径大小。小

型马达的扭矩是 450 或 900N•cm，

大型马达的扭矩可达 1800、3600

以及 7200N•cm。其轴向长度尺寸

很小。

◆美国 Haskel 公司展出的气

动增压泵输出压力高，最高工作压

力可达到 503MPa；输出流量大，只

需 0.69MPa 压缩空气驱动就可获得

较大的输出流量。其特点为：性价

比高，维护简单，可调性强，适用

范围广，输出压力高，输出流量大。

根据不同工作要求，气动增压泵有

多种系列产品可供用户选择。

◆日本 Fujikura（藤仓）公司

展出的低摩擦气缸系列产品让人眼

前一亮，现场演示气缸活塞可以轻

易转动而普通气缸却做不到。该气

缸采用被称为零摩擦的静压轴承为

导向，扩大了普通气缸中不能使用

的低速范围及输出力控制的能力。

张力控制系统被广泛应用，运用过

程中为膜片滚动做功，摩擦力接近

于零，是活塞式气缸无法比拟的，

可谓真正的低摩擦气缸。

◆宁波亿太诺气动科技有限公

司展出了新推出的气缸和各种阀类

产品，如SG系列精密带导杆气缸、

EXS 系列双活塞滑台气缸、EXH 系

列精密侧滑台气缸、SHZ 系列平行

手指气缸、SHY系列Y型手指气缸、

SJ 系列不锈钢笔形气缸、SM 系列

不锈钢迷你型气缸、双活塞气缸、

齿轮齿条摆动气缸等。阀类主要有

低功耗 4V 系列电磁阀、集成电磁

阀模组、QS 梭阀和单向节流阀等。

还展出了联合浙江大学研发的三轴

气动伺服座椅平台，该平台包含传

统气缸、位移传感器、比例伺服阀

和控制器等，核心部件比例阀自行

开发，关键控制系统专门开发了控

制器，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气动伺

服动感座椅精确的动作驱动，性价

比很高的集成一体化装备，展示了

工业类气动产品向民用消费类气动

产品的转型升级，前景可期。

◆纽立得气动工程有限公司展

出了其代理的日本 Azbil TA 公司

的 R8M 系列微低压（1kPa ～）减压

阀，该阀可设定瓦斯（或 N2,CO2,

压缩空气）的压力，属无浪费的非

溢流型，为直动式减压阀构造，

一次侧最高使用压力 0.08MPa 或

0.3MPa。还展出了一款带有 PC 接

口的微型电磁阀阀岛，可与计算机

直接相连控制，内藏式控制电路，

和各单体阀联接可靠，布线简洁，

损耗低。可应用于纺织机械及工业

自动化控制设备中。

◆宁波星宇极光传感科技有限

公司主要生产流体控制元件，包括

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式接近开关、

电感式接近开关、磁性开关和数显

压力开关等。其展出的光纤式传感

器特点有：内置告诉数字处理芯片，

最小响应时间 200μs；自动与手动

校正功能可选；高精度检测；内置

极性保护、输出过流保护、短路保护；

安装及维护简便的接线系统。

美国 Haskel- 气动增压泵

BIBUS 公司 -气动径向活塞马达

纽立得 -微低压减压阀

亿太诺 -三轴气动伺服座椅平台

亚力大科技 -新型节能微型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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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西气动展出的 4V400 系列电磁阀，采用先

导方式：外部与内部可选；滑柱式结构，密封性好，反

应灵敏；三位置电磁阀有三种中央功能可供选择；双头

二位置电磁阀具有记忆功能；内孔采用特殊加工工艺，

摩擦阻力小，启动气压低，使用寿命长；无需加油润滑；

附设手动装置，利于安装调试；有多种标准电压等级可

供选用；可与底座集成阀组，节省安装空间。

◆浙江亚力大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其开发的 10mm

新型节能微型电磁阀，它具有功耗低、流量大、反应

灵敏、恒低温等特点，产品的成功研发同时填补了国

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它的输出功率只要0.3W的电量，

比普通的微型阀省 3/4 的电量。它在正常长期通电工

作的情况下，温升保持在 10 摄氏度左右，大大改善了

阀体内部的工作环境，降低了使用功耗，使此阀的使

用寿命和整体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密封产品

◆土耳其 Kastas 公司展出了低摩擦活塞杆密封圈

FR200，在静密封、动密封、泄漏性能、摩擦力、挤出

阻力以及回抽能力 (Back-pumping Ability) 方面综合

表现良好。与 U 型密封圈相比，其摩擦阻力大幅降低

30% ～ 40%，而且摩擦阻力与其工作压力呈线性关系；

此外，其泄漏性能有较大改善。但其最大工作速度方面

未有大的改进，0.5m/s。气动密封方面，K715 型号用

于活塞杆密封，K761 型号用于活塞泛密封，最大工作

压力 4MPa，最大工作速度为 5m/s。其材质均为 PT6005

的 PTFE 和 NB7001 的 NBR。

◆法国圣戈班集团展出了 Omniseal®，适用于

极端温度（-268℃～ +316℃），能承受极端高压至

345MPa，尺寸范围宽（0.635mm ～ 3m）。其最新研制

高分子材料 Fluoroloy®A90，具有低的线性热膨胀系

数，长期适用温度 320℃，可忍受静态热空气密封温度

350℃，特殊情况下在 365℃依然保持良好性能，能在

喷气式发动机密封中起到关键作用。

◆德国德克迈特德式封在液压领域已经积累了多

年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液压缸和一些零部件上，如

液压连接器、液压管件、流体过滤器、液压泵、液压

换向阀、压力控制阀、停止和流量控制阀及液压马达。

可为客户解决各种密封的疑难杂症，包括阻燃液、高

温液体、可生物降解液压油等各种介质，以及帮助阻

止爬升效应、高剪切力问题。

◆意大利 Fluorseals SPA 公司展示了其在聚

四氟乙烯、聚醚醚酮、聚三氟氯乙烯、乙烯三氟氯

乙烯共聚物、聚全氟烷基乙烯基醚和聚全氟乙丙稀

等氟聚物与高性能热塑性材料的研发和加工能力。

◆鼎基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有着 30 多年研发

制造经验的热塑型聚氨酯产品和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

展出了 4 款活塞及活塞杆专用密封件：UN、D-4、D-6

和 D-7。这些质地坚硬的密封件适用于液压缸的活塞和

活塞杆，尺寸可选择以英寸为单位。还展出了 7 款往复

用金属骨架防尘密封件：ME-1、ME-1N、ME-2、ME-3、

ME-4、ME-5，以及 ME-8。这些防尘密封件质地坚硬，

耐磨性高，并能有效防止液压缸上聚积灰尘和污垢。

◆浙江西普力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应用在液

压、气动、水压等方面的橡塑密封件、防尘圈、金属防

尘圈、弹性减振件等，都具有良好的抗张强度、压缩形

变、耐高低温及耐压性。

◆本溪华日氟高分子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在特种工

程塑料材料的加工应用方面发展较快，材料包括聚四

氟乙烯、聚酰亚胺、聚醚醚酮、聚苯酯和对位聚苯等，

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舰艇、高铁等高端装

备及汽车、医疗、化工等行业。

◆速必得国际有限公司展出的“超级 O 形圈”速

必得圈，化繁为简，其单一结构产品，即可满足复杂密

封工况要求，大幅降低设计的复杂性，节省人力、财力

成本，除需要优异的材料性能保障外，还需综合考虑其

使用寿命和可靠性。

◆温州新泰液压密封有限公司展出的两款专利产

品：自动定芯型组合垫圈和螺纹密封型组合垫圈，结构

上的创新满足了客户方便快速和自动化安装的需要。

国际交流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作为 PTC ASIA 的主

办方，在展期与展会合作方、各国同业协会友好交流，

就发展与合作交换意见，是每届国际交流的重要活动。

◆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亲切会晤

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女士、专家委员会主任沙宝

森先生、特别顾问张海平博士与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高

级副总裁马思明、裴喜先生、项目总监善德福先生以及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良先生、

项目总监倪哲超女士等在展期进行了 PTC ASIA 主办方

高层会晤，就 PTC ASIA 展未来发展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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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意大利流体协会亲切会晤

程晓霞副理事长、沙宝森主任、外联部祁金一女

士分别拜访了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流体

动力分会主席金斯利先生和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秘书

长 Ing. Marco Ferrara 先生，并就本届 PTC ASIA 举办

情况和流体动力产品应用及未来技术发展方向等进行了

深入交流，听取了他们对本届展会的评价和建议，外

商对本届展会的展出效果和观众质量非常满意，并对

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表示明年继续组团参加

PTC ASIA 和同期的举办的国际流体动力技术报告会。

Ferrara 先生还介绍了意大利协会 2017 年 10 月初在意

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全新的 M & MT 工业展，展会设有

液压与气动、工业4.0、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多个主题，

邀请我协会组团参加，并考察交流。程晓霞副理事长对

德国和意大利协会多年来对 PTC ASIA 的支持与合作，

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双方协会表示愿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世界

流体动力产业发展！

◆举办 2016 中日流体动力水液压技术交流会

11 月 2 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日本

流体动力工业会共同组织了“2016 中日流体动力水液

压技术交流会”。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JFPA）专务理

事藤原达也、KYB 公司宫川新平先生（JFPA 技术事业分

会下属的水压事业委员会主任）、日本经济产业省机械

课阿部理慧系长、专家萧欣志先生参加交流。协会程晓

霞副理事长、专家委沙宝森主任、张海平特别顾问，华

中科技大学李壮云、刘银水、李宝仁，浙江大学周华，

哈尔滨工业大学姜继海，燕山大学吴晓明，大连海事大

学侯交义，南京威巍达液压泵科技有限公司崔勇达，《液

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社主编宋京其等 20 多名教授专家

参加交流。沙宝森主任主持会议。程晓霞副理事长和藤

原达也专务理事分别致辞。

宫川新平先生首先介绍了日本水压传动系统（Aqua 

Drive System，略称 ADS）技术的发展情况；刘银水教

授代表中方做专题发言，介绍了中国有关高校在消防、

海水液压元件、海水淡化等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张海

平专家应邀介绍了德国开展水液压研究的情况，并谈了

他个人对水液压的一些认识。

随后，与会专家就水液压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热烈

讨论，沙宝森主任讲述了他对水液压技术多年关注的体

会；周华教授表示他们也曾思考过制定水液压标准，遇

到和日方同样的问题，希望中日双方合作推进 ADS 国际

标准的制定；中国水液压的老前辈李壮云教授提出几点

建议，他认为如果单独制定水液压的标准有困难，可否

考虑将水液压作为难燃液压液标准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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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专家还希望标准的制定需要协会出面做相关

组织工作，程晓霞副理事长当场表示，为了推动水液压

应用技术的发展，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将组织

协会专家委员会和中日专家共同开展此项工作。

交流会在中日两国流体动力协会和与会专家共同

努力下举办成功，期待继续就水液压技术和相关标准的

制定进行更加深层次的交流。

◆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液压产业专题说明会

11 月 2 日，由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主办的 2016

扬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液压产业（上海）专题说明会在

PTC ASIA 展会现场召开，会议旨在宣传推介扬州广陵

经济开发区，共同打造广陵液压产业基地。

出席会议的重要国内外嘉宾有：协会程晓霞副理

事长、专家委沙宝森主任、张海平特别顾问，德国机

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流体动力委员会主席 Christian 

H. Kienzle 先生，意大利流体动力协会主席 Domenico 

DiMonte 先生、秘书长 Ing. Marco Ferrara 先生等。

国内外液压行业 60 余名企业家和专家代表应邀出席了

说明会。广陵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夏元彪先生

主持会议。扬州市广陵区委常委、广陵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主任喻智荣先生致欢迎词，Christian H. Kienzle

主席、Domenico Di Monte 主席、程晓霞副理事长分别

作发言。

喻智荣主任在欢迎词中介绍了广陵经济开发区液

压产业基地主要入驻企业和发展情况，以及与国内外同

业协会的合作情况。他希望更多国内外企业加盟广陵经

济开发区，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液压产业基地”！

Christian H. Kienzle 主席和 Domenico Di Monte

主席分别介绍了德国、意大利流体动力产业发展情况和

协会概况，以及两国企业与广陵经济开发区的合作成果。 

程晓霞副理事长在发言中讲到，广陵经济开发区

液压产业基地一直备受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的

关注和培育，自建园以来，多次走访考察园区及园内国

内外液压相关企业，指导和见证了广陵液压协会的成立，

并与当地政府积极推动园区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此，感

谢广陵区政府各级领导对中国液压产业的重视和支持，

愿与各国协会携手共进，推动了液压产业的国际合作，

促进了液压技术的进步。

◆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的

展会答谢招待会

11 月 2 日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在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为“2016 亚洲国际动力传

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2016 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和“2016 工业自动化展”的胜利召

开举行了隆重的答谢招待会。受邀出席的有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等有关单位的代表和两国企业同仁。

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郎素安女士在欢迎辞中表示，

她代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感谢所有莅临今天招待会

的德中两国参展企业和展会主办方代表以及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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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动力传动与控制、物流技

术与运输系统行业一年一度的专业盛会，德国展团更

是连续 14 年参展，以强大阵容在两大展会精彩亮相。

衷心祝愿展会取得圆满成功！并祝中德两国同仁共创

合作与发展、繁荣共赢的美好明天。

行业会议

◆橡塑密封专业分会六届四次会员大会

11 月 1 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橡塑密

封专业分会六届四次会员大会在上海顺利召开。来自

橡塑密封专业分会会员单位近 60 位代表按时参加本次

会议，程晓霞副理事长、沙宝森主任，分会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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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鼎湖，分会顾

问张海平博士、宗守寅应邀出席会议，分会秘书长陈

晋阳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议程：

◆夏鼎湖董事长为大会致辞；

◆程晓霞副理事长作新形势下行业工作指导报告；

◆陈晋阳秘书长作橡塑密封专业分会 2016 年度工

作报告；

◆沙宝森主任作橡塑密封行业形势与未来发展

报告；

◆技术报告：

•密封件在工程机械中的应用（徐工集团徐州工程

机械研究院院长助理景军清）

•一种基于仿真分析的橡胶密封老化性能预测方法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黄乐硕士）

•汽车（原材料）VOC 检测标准、方法及现状（怡

维怡橡胶研究院张清智工程师）

•智能物流新技术新产品在密封件行业的应用（合

肥中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潘拥军副总经理）

•氢化丁腈橡胶的性能及其在密封件中的应用（阿

朗新科高性能弹性体（常州）有限公司张文禹硕士）

会后，与会代表们一起参观了 PTC ASIA 展会。本

次会议内容丰富，报告精彩纷呈，与会者均表示受益匪

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结束！

 ◆气动专业分会第七届四次理事会

11 月 2 日，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气动专

业分会第七届四次理事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气动专

业分会的会长、副会长、理事单位和秘书处共计 24

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还邀请了深圳恒拓高工

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德克密封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人参加。程晓霞副理事长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

心祝贺。

会议由分会会长单位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主任路波主持。根据理事会议程，首先路波会长对

本届理事会自 2013 年 8 月换届以来这 3 年所组织的活

动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并表示在总会的领导下积极完成

各项任务，在产业集群调研、杂志编撰、气动“十三五”

规划编制、技术培训交流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并分

析了本届理事会工作的不足之处。其次，分会副会长单

位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张连仁副总经理和分会曲世杰副

秘书长就分会未来工作分别发言，并征集了各理事单位

意见和建议。最后，为增进协会会员间交流，学习先进

经验，促进产业发展，气动专业分会对今年底要组织的

考察活动进行了讨论，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本届理事

会会议日程安排紧凑，在总会领导和分会理事的大力支

持下取得圆满成功。

媒体宣传

二十一届以来，PTC ASIA 展会的成功举办和稳步

成长，离不开各界新闻媒体的关注支持，是你们为展会

发出正能量声音。本届展会同样得到了以下合作媒体的

全程报道：新华社、中国日报、科技日报、新浪网、搜

狐网、中国工业报、机电商报社、MM《现代制造》、《汽

车制造业》、《工程机械与液压》、《制造技术与机床》、

《今日机床》、《中国机械工业年鉴社》、《农业机械》、

《铁路采购与物流》、《电气传动》、《中国储运》、《物

流技术与应用》、《酒、饮料技术装备》、慧聪网、国

际工业自动化网、中国电机网、中国物流产品网、荣格

工业传媒，及展会指定媒体《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等。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作为展会指定媒体，已连

续出版 14 期“PTC ASIA 增刊”，已成为 PTC ASIA 展

会的品牌刊。为创新服务，杂志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

众号：chpsa-yqm）首次尝试将增刊中的“展商精品”

栏目于展前向广大听众发布，起到很好效应，深受展商

好评，也得到了行业同仁的高度评价。同时，平台还及

时发布了展前、展中、展后各类相关资讯，为展会提供

了很好的新闻服务，充分发挥着行业旗舰媒体的积极作

用。杂志还邀请行业专家参观展会，撰写展会技术评述，

介绍展会新产品、新技术，总结产业发展态势和创新成

果，以进一步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供行业同仁学习和借

鉴（评述详情请关注我刊 2017 年第 1期）。

 

相约 PTC ASIA 2017  

PTC ASIA 自 1991 年创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世

界流体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走过了辉煌

的 26 年，赢得了世界同仁的信赖和赞誉。中国液压气

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作为主办方，感恩于各界人士长期以

来给予 PTC ASIA 的关爱和支持，让 PTC ASIA 不断茁壮

成长，成为世界流体动力与控制技术领域知名品牌盛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 3 日，让我们再次相约

第二十二届亚洲国际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 2017），再次共赴 2017 高新技术展区和国际高新

技术报告会，共同为展会打造新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