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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之十六 )

——南京理工大学流体传动及控制专业团队

                                                         本刊编辑部（78）

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创立 60 周年纪念特集文章选登

     液压的将来之梦和展望                               法政大学教授 田中丰（83）

     气动的将来之梦和展望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香川利春（85）

     水压 (ADS) 将来之梦和展望                                  KYB 宫川新平（86） 

     气动的新成长领域－医疗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 川嶋健嗣（88）

林德液压（中国）的跨界创新

——访林德液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冰冰     

                                                    本刊记者 万  磊（90）

南京理工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的专业团队分布于机械工程学院

的机械工程等两个一级学科内，分为 SMC 南理工气动技术中心、液

压压力成型、车辆机电液系统、特种装备液压伺服驱动等团队以及

液压气动基础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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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液压和潍柴发动机的有力

结合，将给潍柴创造出新的核心竞

争力，进一步实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竞争优势。所以林德液压

对潍柴的贡献，不仅仅是销售收入

的增加，更是产业链的丰富、产品

竞争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提升。我

们将充分结合林德液压的技术优势

和潍柴发动机、电控技术优势，在

液压产品研发方面进行多方面的跨

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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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分享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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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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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基础零部件、2025 年 70% 核心基础零部件实现自主保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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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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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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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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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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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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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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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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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对接，帮助企业寻找用户，参加主机展会，积极开拓市场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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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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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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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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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中，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创建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得到行业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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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与分享……。

南京理工大学流体传动
及控制专业团队

南京理工大学流体传动与控制的专业团队分布于机械工程学院的机械工程

等两个一级学科内，分为 SMC 南理工气动技术中心、液压压力成型、车辆机电液

系统、特种装备液压伺服驱动等团队以及液压气动基础实验室。

现有教授 4人、副教授 9人，讲师 4人。为机械工程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流

体传动与控制、机电液气一体化的专业课程及实验，并从事流体传动与控制、机

电液气一体化技术方面的科研和技术开发应用工作，在气动元件基础特性测量、

气动真空元件及控制、基于气动肌肉的软驱动、气动机器人、气动物料输送技术；

异型薄壁管高压液压成型；车辆稳定性液压辅助控制、特种装备液压伺服驱动等

方向具有自己的特色。多年来培养了大批的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为社会

经济发展作出了实际的贡献。

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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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介绍

◆李小宁（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气动元件基础特

性测量、气动真空元件及控制、基于气动肌肉的软驱动、压电阀、气动

机器人和气动物料输送技术等方面研究工作。团队以气动技术研究为主，

也兼顾研究液压技术如压力机的控制技术等。

◆联系方式：xnli139@139.com

团队成员

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讲师 1人，工程师 2人。

气动技术研究团队

项目名称：气动元件基础特

性测量

研究内容：本研究方向主要

包括气缸摩擦特性测量和低速爬行

现象特征判据研究、真空元件流量

特性测定法研究和真空系统的结露

研究。①气缸摩擦特性测量和低速

爬行现象特征判据研究。针对气缸

低速爬行现象特征判据的课题，进

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

在测试、分析比较多种气缸摩擦力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首次

导出了气缸爬行理论判定式，可用

于进气节流和排气节流两种回路中

气缸爬行现象的预测，这是迄今为

止获得的最简便实用的气缸爬行判

定式，解决了由工况参数直接预测

气缸爬行现象的问题。另外，对于

金属密封的摩擦力特性进行了测量

和分析。②真空元件流量特性测定

法研究。本研究使用等温化容器，

对真空发生器的抽吸过程进行测

定，快速、高效地获得真空发生器

流量特性曲线，并实现节能。基于

真空元件流量特性等温化测定法，

测试获得单级真空发生器、多级真

空发生器等不同种类真空元件的流

量特性。通过与常规方法测量结果

的比较，等温化测定法不仅帮助科

研人员获得准确的流量特性测试数

据，而且节省了压缩空气消耗量，

提高了测试效率。③真空系统的结

露研究。真空吸着回路的结露对系

统的润滑、寿命及可靠性等都有很

大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试验，

得到了各实验因素对系统结露的影

响，提出了气动负压系统结露的判

别方法和预防措施。

项目名称：气动真空元件及

控制

研究内容：本研究方向主要

包括流量自调式节能真空发生器、

节能活塞式气动真空发生器和真空

失效遮断器。①流量自调式节能真

空发生器。普通的射流式真空发生

器由于在工作时需要持续定量供

气，空气消耗量很大，相应的能量

消耗也很大。研究设计了一种流量

自调式射流真空发生器，试验结果

表明与普通真空发生器相比在真空

产生阶段流量自调式真空发生器具

有基本相同的真空响应特性，在真

空维持阶段其供气流量明显降低，

既能实现真空快速响应，又能降低

耗气量，具有良好的发展应用前景。

②节能活塞式气动真空发生器。为

解决射流式真空发生器在真空维持

阶段耗气量大的问题，研究设计了

活塞式真空发生器，通过结构设计

优化，设计的活塞式真空发生器能

团队成员（左起）：路建萍工程师、滕燕副教授、王雅工程师、

李小宁教授、孙中圣副教授、郭钟华讲师、黄新燕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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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快速响应低耗气，可以应用于气

动真空系统的节能中。③真空失效

遮断器。在一个真空发生器带多个

吸头形式的真空吸取系统中，由于

各吸头气路的相互连通，单吸头泄

漏失效就会导致系统真空度达不到

设定值而失效，致使被吸取物不能

被及时吸起，造成工序紊乱；或者

被吸取物跌落，造成财产损失，甚

至人身伤亡，酿成安全事故。设计

一种流动压差失效遮断阀，能迅速

检测出失效的吸头，并及时将其遮

断，这样就可以维持其它未失效吸

头的正常真空度，消除失效的吸头

对系统的影响，提升系统的安全性。

项目名称：气动压电阀

研究内容：本研究方向包括

气动数字比例压力阀和压电振子流

量控制阀。①气动数字比例压力阀。

目前现有的脉冲开关式数字比例压

力阀通常采用高速电磁铁为电 - 机

械转换器，存在响应速度慢、稳态

精度差等缺点，无法满足如快速燃

气喷射系统和精密气动定位系统等

需要快速响应高精度的场合。以压

电驱动代替电磁驱动，研究设计了

一种具有快速响应和高精度特性的

压电开关调压型气动数字比例压

力阀。②压电振子流量控制阀。针

对传统电磁式比例流量阀存在响应

慢、控制精度低、工作带宽窄等不

足，将压电驱动器与气动节流阀有

机结合，研制一种新型压电振子流

量控制阀，具有快速响应、精确控

制等特性，可以满足自动化控制的

需求。

项目名称：基于气动人工肌

肉的应用与控制

研究内容：本研究方向包括

气动肌肉驱动机器人手臂、膝关节

康复器和力反馈数据手套。①气动

肌肉驱动机器人手臂。设计了气动

肌肉驱动的机器人手臂 ( 含手爪 )

试验系统，对关节刚度调节、位置

控制及手爪的柔顺夹持等进行了研

究，实验表明该机器人手臂具有响

应时间短、位置精度高等优点，能

够实现对多类物品的柔顺抓取。②

膝关节康复器。设计了一种采用无

杆气缸 + 推力大行程气动柔性驱动

器的复合驱动的柔顺主 - 被动膝关

节康复器，利用无杆气缸能够实现

较大行程范围内的驱动，同时易于

控制其输出力的大小与方向实现被

动与主动康复训练间的切换。而在

屈膝训练过程的末端对患者关节组

织进行拉伸训练的过程中采用推力

大行程气动柔性驱动器的方式可保

证该过程的柔顺性，以满足康复训

练过程高安全性的要求。③力反馈

数据手套。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基于

气动肌肉的外骨架式双向力反馈数

据手套，整体结构简单、重量轻，

能够应用于虚拟装配、遥操作等虚

拟现实和手指的医学康复领域。

项目名称：基于软体驱动器

的软体机器人

研究内容：本研究方向包括

软体适形柔顺夹持、仿食道蠕动软

驱动器和仿蠕虫柔性爬行机器人。

①软体适形柔顺夹持。针对混流生

产物品搬送和柔顺夹持的需求，通

过对软体生物变形机理的研究，提

出软体适形柔顺夹持方法，以气压

驱动的软体结构增大夹持装置与物

体的接触面积来适应物体的形状，

并集成负压发生设备和塑形材料

于柔顺夹持装置中来大幅提高柔

顺夹持装置的负载能力。运用此装

置进行物品夹持和搬送具有柔顺

安全、维护方便等优点，并能适应

多品种和规格的物品。②仿食道蠕

动软驱动器。为提高吞咽困难医疗

诊断水平，研究食品和吞咽系统相

互影响关系和辅助开发安全食品，

提出了仿生吞咽机器人，设计了气

驱动仿食道蠕动软驱动器，模仿人

类吞咽过程中食道的蠕动运动。③

仿蠕虫柔性爬行机器人。柔性机器

人变形能力强、柔顺性好，能够适

应各类崎岖、狭窄的运动环境，变

形及运动灵活多变，在生产生活中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受蚯蚓运动的

启发，使用模块化柔性驱动器设计

制作仿蠕虫柔性机器人，建立其速

度模型，并对其运动性能进行了试

验测试。

开发的气动自动化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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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带头人介绍

◆樊黎霞（1965-）女，教授，主要从事金属材料液压成形工艺及装备、

加工模拟及模具和工艺参数优化设计和 CAE 及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联系方式：fanlixia151@.njust.edu.cn

团队成员

教授 1人，副教授 2人。

液压压力成型研究团队

项目名称：金属异形管件高

压液力成形设备及技术

研究内容：金属异形管件高

压液力成形是九十年代在德国，美

国等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

管件制造技术，它利用高压液体配

合模具使工件进行塑性成形，特别

适合沿轴向横截面不断变化的异形

管件的加工。这类异型管件在汽车

行业有大量应用，另外在高档自行

车，摩托车，航空、航天、化工、

卫浴等行业也有应用。该技术可用

于焊管，无缝管，不锈钢管，铝、

镁有色金属管等各类管件深加工

中。团队中有两人有国外学习和工

作的经历，利用原军工优势和国外

先进技术及理念，团队主要做了如

下工作：①开发了我国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紧凑型大吨位管件高压液

力成形设备；②对各类异型截面管

件成形工艺技术进行了系统研究；

③开发了可考虑毛坯设计，补料，

润滑等参数在内的异形管件液压成

形工艺参数设计和分析软件平台；

可以为异型截面管件生产提高全方

位技术和设备服务。

项目名称：微型管件液压成

型工艺的尺度效应问题

研究内容：电子、医疗、微

器械等行业对微型管件的需求量日

益增大，迫切需要一个能批量制造

微型管件的加工技术，微型管件液

压成形在金属微型管件的规模化生

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是，常规

管件液压成形的相关理论，无法考

虑管件微型化产生的尺度效应问题，

不适合微型管件液压成形的工艺设

计。针对微型管件液压成形工艺的

材料性能尺度效应问题、微管成形

的缺陷问题、成形工艺参数的分散

性和工艺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主

要工作包括：①测量 SS304 微型管

件的流动应力，获得 SS304 微管特

征尺寸对流动应力等材料性能的影

响规律；②开发微型管件液压成形

装置，实验研究 SS304 微管的涨裂

和屈曲问题，并采用晶体塑性有限

元建立微型管件涨裂的分析模型，

获得壁厚、晶粒大小、外压等参数

对SS304微型涨裂缺陷的影响规律；

③分析液压成形工艺中的课题参数

和工艺系统响应的分散性特征，建

立方形截面管件的液压成形工艺的

可靠性模型，在工艺可靠性模型的

基础上，对加载路径进行优化，使

得方形截面的管件液压成形工艺的

可靠性得到显著提升。研究成果对

推动微型管件液压成形工艺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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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液压式主动横向

稳定杆系统研究

研究内容：汽车在弯道行驶

中由于惯性会导致车辆出现不同程

度的侧倾，严重的会出现侧翻等安

全事故。目前使用的横向稳定杆由

于其刚度固定，无法兼顾车辆的操

纵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因此，可

实现刚度实时调节的主动稳定杆

团队带头人介绍

◆王显会（1968-）男，教授，主要从事汽车结构优化设计、专用暨特

种车设计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液压式主动横向稳定杆技术、气压式

电子驻车制动技术、专用电磁阀设计及装置研究等。

◆联系方式：13770669850@139.com

团队成员

教授 1人，副教授 3人，讲师 3人。

车辆稳定性液压辅助控制研究团队

系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液压式主

动横向稳定杆系统是一种电控液

压总成部件，主要由液压泵、液压

阀组、液压执行元件、传感器及其

他附件组成，通过系统电液控制功

能，分别对前后稳定杆的液压执行

元件的输出特性进行控制，实现对

前后悬架的侧倾幅度的干预调节，

使车辆保持良好的平衡状态。关键

技术包括有：系统仿真建模及参数

优化，系统控制模式及控制算法，

液压阀组的设计及特性研究。在分

析整车动力学特性基础上研究侧

倾稳定性、操纵稳定性和形式平顺

性的平衡关系，通过液压式主动横

向稳定杆及其他相关电控系统的

综合集成达到了上述性能的优化

配置。

项目名称：高性能电液伺服

非线性控制技术

研究内容：电液伺服系统广

泛存在各类非线性和模型不确定

性，是制约电液伺服系统性能进一

步提升的核心因素。针对此问题，

开展面向模型不确定性的电液伺

服系统高性能非线性控制策略研

究，部分内容如下：针对系统存在

的参数不确定性和干扰问题，提出

团队带头人介绍

◆姚建勇（1984-）男，教授，主要从事机电系统伺服控制，动态系统

故障检测与容错，武器系统半实物仿真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联系方式：260907502@qq.com

团队成员

教授 2人，副教授 1人，讲师 1人。

电液伺服控制技术研究团队

融合参数自适应技术及积分鲁棒

控制技术的先进控制策略，实现非

匹配干扰下的渐进跟踪性能；针对

部分系统仅输出反馈可测量的问

题，提出了基于状态及干扰观测的

反步融合控制方法，实现了输出反

馈鲁棒控制，获得系统的全局有界

稳定性；摩擦对系统的低速伺服性

能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摩擦模型存

在无法融入反步设计的问题，结合

连续可微静态摩擦模型，改进现有

LuGre 摩擦模型，并设计基于参数

估计的摩擦补偿结构，提升系统的

低速伺服能力；当系统执行周期性

任务时，系统的各类不确定性也主

要呈现为周期性的干扰，利用傅里

叶级数展开，实现了基于参数估计

的重复控制策略，降低了传统重复

控制对存储的要求；等等。大量实

验结果验证了上述策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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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大学教授 田中丰

液压的将来之梦和展望

1 前言

作者从事有关液压为主的流体

动力研究的时间已有 30 年以上，

正相当于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历史

的后半期。作者初次置身于液压的

研究是 1985 年前后，当时液压作

为传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发展，已

经成为成熟的支柱技术，对节能和

最新控制理论的实际应用，也成为

当时的话题。

目前日本的产业结构正处在大

转型的时期，提升支柱技术、信息

技术与创新性的下一代制造生产技

术相融合、这种工匠精神制造时代

已经到来。

本文是根据作者的调查研究和

经验，围绕最近展开的话题，就液

压的将来之梦和展望，对其应有的

状态，介绍我个人的见解。

2 液压传动的特征和展望

液压传动具有小型而大功率、

可获得高速且高功率密度，抗冲击

性强而坚牢，抗环境性强而寿命长

等许多特征。根据作者等在 2015

年进行的调查结果 ( 见日本 Fluid 

Power，2015，29（4）：7-10.)，

就液压马达与电动马达等回转型电

磁传动执行元件相比较，从功率密

度角度看，高 10倍左右，从响应性

标准的功率比角度看，大20倍以上。

图 1 是根据坂间先生等的调查

结果 (线性执行元件的特性对比和

评价，发表在日本机械学会 2015 年

年度大会 )进行整理的图表，该图

表说明，在最近市场出售的线性型

执行元件 (液压缸、气压缸、AC•DC

线性马达、层叠压电执行元件、超

磁致伸缩执行元件 )本身的质量与

最大推力的关系。液压缸每质量单

位的最大推力，比电动线性马达等

的电磁传动式大 100 倍。对此，压

电或超磁致伸缩执行元件 (Super-

Magnetostriction Actuator， 参

考：磁致伸缩是指磁性材料或磁性

物体，由于磁化的改变引起的弹性

形变现象)虽然可获得较大的推力，

但可移动行程与液压缸比较，其行

程超短而不可比。因此，对工程机

械使用的液压缸等直线传动，采用

电磁式替代是不可想象。

这些液压缸的特征，随着材料

技术的发展，不难想象今后越来越

向高性能化发展。比如，CFRP 等的

新材料应用到液压缸或压力容器，

可实现更轻型而且高强度，应付高

压的液压缸。同样，随着加工和装

配技术的进步，也不难想象液压缸

的进一步发展是向小型化。比如，

利用 3D打印机采用精密的一体造型

技术，可实现又小又精密的液压缸。

在美国Oak Ridge国立研究所，

利用 3D 打印机采用钛 ( 金属材料 )

层叠造型法，正在研发制造如图 2

图 1 线型执行元件的最大推力和质量

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创立 60周年

纪念特集文章选登
    在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 (JFPA) 创立 60 周年之际，JFPA 主办的杂志《Fluid Power》出版了纪念

特刊 ( 见《Fluid Power》2016 年第 30 卷第 2 期 )，特刊专门向日本流体动力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

约稿，由这些专家、学者撰文，回顾了 JFPA 成立 60 周年来行业的发展，介绍了取得的成果，并对流

体动力领域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展望。本刊选择了其中 4 篇有关展望流体动力行业发展的文章，介绍日

本专家、学者对将来发展的观点和思路，提供给国内流体动力领域同仁学习与分享，文章经 JFPA 授

权在本刊发表，由萧欣志先生翻译，宋京其先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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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配管，配置在结构体内部的

液压传动机械手或小型数字阀，

30W 功率小型泵等。今后专心致力

于液压基础件的进一步小型化，将

成为液压传动系统的关键技术。

高压、高效率的液压泵／马达

或控制阀与用于能源蓄积的蓄能器

和数字控制技术，将通过巧妙配合

进行能源回收（节能化）的技术也

是抢眼的热点。这时，承担能源回

收、储蓄、再利用的液压蓄能器成

为重要的液压基础件之一。比如，

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 Minnesota

大学进行的，兼备高功率密度的蓄

能器和高能源密度飞轮性能的液压

飞轮蓄能器研究。

此外，液压动力传动的优点

是，比起齿轮或连杆等的机械式动

力传达，对实现构件的配置柔性较

大。由于通过配管，实现了泵等动

力源与控制阀、液压缸、马达等执

行元件之间的构成配置，因此，它

们之间的配置虽在远离的地方也是

不成问题的，对传动系统的形状或

空间设计的自由度较强。而且，不

受限制于结构的机械性、结构性的

制约，采用液压基础件的配合，可

实现高性能而高强度的可调动力传

送系统。以 3D 打印机为代表的三

维造型技术，可以制作内部设有复

杂油路结构的构件，对这种有柔性

而上佳的液压系统设计，作者认为

有必要重新给予评价。

另外，在液压控制的场合，构

件或现象的非线型性，对系统的特

性带来很大的影响。有效地应用高

性能的电脑、控制系设计工具、流

程分析或动态性分析等的软件，可

以实现装有高度控制规律的、耐用

的液压传动系统。这时，识别系统

模式和测试系统内的状态参数的传

感器任务极为重要，关键在于研发

压力和流量、温度和粘度、工作油

的特性等测量用的超小型、廉价而

高精度、高响应、高耐久、长寿命

的传感器。

3 液压的研究开发方案

2015 年 3 月，日本国家综合

科学技术创新会议的革新研究开发

推 展 方 案 (Impulsing Paradigm 

Change through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俗 称：ImPACT)， 

开始公开征集。此方案是以非连续

而革新的创新为目标，推展向高危、

高冲击挑战的研发为目的而创办

的，此方案如能实现，可以给日本

社会和产业带来很大的改革。

首先选定能完全改变日本的研

发思路的研究题目，对此题目，挑

选拥有想像力或专门的见识、信息

收集能力、持有完成计划的积极性

和申论能力等的项目负责人，策划

在项目负责人强有力的领导能力之

下，设定个别题目和集结优秀人才

来进行，这是非常有壮志雄心的研

发方案。

ImPACT 设有 16 项，其中之一

是以东北大学的田所谕教授担任

领军的“顽强机械人挑战 (Tough 

Robotics Challenge)”项目，已

经启动。

该项目，在对情况未知、且时

刻变化的室外极限灾害环境下，推

出以实现顽强而不气馁、踏踏实实

工作的遥控自律机械人为目标而进

行研发。为此，邀请拥有所需基础

技术，或系统技术的研究机关或企

业、用户参加，对复合机械人、脚

机械人、索状机械人、飞行机械人

等个别机械人，根据现场评价正在

进行研发和推广应用。其中，对超

高压液压传动技术开发，也是推出

的题目之一。

另外，与此项目相关，以东京

工业大学的铃木康一教授为主任，

成立了“液压顽强机械人研究会”，

已开始工作。它们与复合机械人、

脚机械人的团队进行合作，目标是

推出以研发在灾害现场能够实现又

柔性、又可精巧动作的大功率液压

缸系统，已有许多液压研究员和企

业加入此研发工作。作者认为机械

人是对今后日本产业的方向性起重

要作用的技术领域之一，不用说为

灾害救灾的工程机械型机械人、就

是对农业、林业、渔业、宇宙、海

洋机械人等顽强机械人的需求也是

极为广阔。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

许多液压缸大显身手的场合。

作者期望，在 ImPACT 的顽强

机械人挑战项目，致力于活用液压

缸的特征和今后的发展，同时也期

待通过产学研合作，液压机械人的

研究能持续发展下去。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液压的将来之梦和

展望，对作为支柱技术的液压之特

征，极为重要的是今后还需准确地

代代相传下去。同样，要衔接新的

创新手段，需继承和发掘、有能力

准确地抓住液压的特征和其本质，

描绘液压应有的状态之梦，并对今

后的流体动力研究，对有计划能力

的优秀人才，以及对研究开发的继

图 2 液压传动小型轻量机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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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首先对日本流体动力工业会创立

60 周年、表示祝贺。在这纪念年之际，

作者想回顾关于气动历史的进程，并思

索对气动的将来之梦和展望。气动的工

作介质主要是由氧气和氮气组成的大

气，最大的特征是在它的压缩性 [1]，特

别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节能

技术在工作程序开始被研讨。作者厕身

于气动工作已有 45 年的岁月流逝，想

利用这次机会分析气动技术的动向、将

来之梦和展望。

作者与气动的相遇，是在把图 1 所

示的有关射流技术 ( 纯流体元件 )[2] 作

为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开始。其内容简

介如下，为构成 PID 控制器，把过程变

量进行 PWM( 脉冲宽度变调 )，采用延迟

电路，取其前后的压力差，由此产生压

差部分的气动脉冲在气压腔进行积分，

即复原。气动脉冲进入气压腔后，一旦

上升的腔内气压稍有减少，此图显示以

微小的气压减少影响的温度变化，后来

成为气动研究的重要要点。当时的状况

是被称为运算放大器的电子器件之价格

是相当于工薪阶层将近一个月的工薪，

在模拟或数字运算硬件极为高价时代进

行的种种气动研究，大多采用与流动空

气一起发送信息而进行处理的射流技

术。对作者而言，当时的经验起着很大

的作用。

2 气动传动的特征

近来，实行着气动传动系统与电动

传动系统的能量对比 [3]，图 2是典型的

气缸出口节流式控制回路，图中排气口

气缸腔内的空气，由于出口节流被施加

阻抗而升压，由此出口节流方的(气缸)

腔内压力上升，气缸的速度受控制，可达到所

规定的速度。对出口节流方腔内的压力上升，

即其对抗压力，如从节能的观点看压力越小越

好，由此，气动系统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尺寸规格。

在气动传动中，随着压力的变化温度也变化，

因此传动效率的评价也不是那么简单。还有，

气动不仅是在传动中要利用，在生产车间，为

去掉产品的污垢或水分，多半采用空气喷射进

行，对此，空气喷射效率也有强烈的改善要求。

3 气动系统的能源评价

对气动的节能，以往是以空气的流量进行

评价。但是，气动由于其压缩性，对压力的能

源值大有不同，因此，不能只考虑缩减体积流

量的消耗量进行节能管理，于是，有必要采用

空气动力 [4] 进行节能评价。

目前，在汽车工厂已降低到 350kPa 计示

压力。实际上，工厂配管在发生泄漏，探测

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香川利春

气动的将来之梦和展望

图 1 射流技术

图 2 气缸速度控制回路

续支援也是极为

重要。同样，由

日本流体动力工

业会 (JFPA) 和日

本流体动力系统

学会 (JFPS) 为中

心，进行培养青

年液压研究员也

是很重要。对青

年研究员带着追

求梦想而决定研

究方向时，为它

们做出“想试试

液压的研究”的

和谐气氛，希望

学会和流体动力

协会务必协作。

作者本人为做出

这种气氛、也愿

以绵薄相助。

最后，在流

体动力协会创办

60 周年纪念特刊

编辑之际，给以

作者撰稿机会的

有关人员表示感

谢。同时，祝愿

流体动力协会日

益发展。

参考文献

[1] 日 本 流

体 动 力 系 统 学

会 . 液压支柱技

术 - 传承和应用

[M]. 东 京： 日

本工业出版社，

2015.

（原文见《Fluid 

Power》2016 年

第 30 卷第 2 期，

107-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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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泄漏部位的仪器也已在市场出

售。在工厂的工作内容里，也必定

有需要高压空气的车间，可以采

用增压器来应付。以测试节能而

被采用的空气动力表 (Air Power 

Meter)，是可以客观地检测气动

能源在那里被使用的仪器。

4 气动系统和领跑者制度

如上所述，采用有关压缩空

气技术时，节能化是必要条件。同

样，日本经济产业省指导的“领

跑者 (Top Runner) 制度”[5]，对

生产压缩空气的通用压缩机也成

为研讨对象。“领跑者制度”是：

以地球环保和防止全球温暖化为目

标，为能源消耗量的抑制和消减，

在 1979 年制定了节能法，并经过

1999 年的修改，以能源消耗效率

的提高和普及为目的，引入了“领

跑者制度”。

“领跑者制度”是规定节能

标准的方法之一，是对日本国内出

厂产品的节能标准，该标准规定，

须超出目前出厂产品的最高能源消

耗效率的方法。节能法规定的特别

指定机器所必要条件是：在我国被

大批使用、大量消耗能源和有改善

能源消耗率可能性的产品。对空气

压缩机和气动系统，从某种观点上

也适合这些规定。但是，空气压缩

材料和气动系统，由于空气里包含

的水分影响和工作时发生的温度变

化，既使用空气动力表，其效率测

试评价也不是那么容易。

5 气压的将来之梦

气动、于人类悠久的历史一起

发展并广泛被采用。梦想今后的 10

年、20 年、100 年后会怎么样，作

者认为随着执行元件等在工作中的

能量评价有进一步的进展，气动系

统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广。更重要的

是，作者认为不仅限于对能源的考

虑、向环境性和安全性的考虑，还

有向便利性的考虑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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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应对

新的技术推出，在大多数情

况下传统概念变为壁垒。水压传

动系统 (Aqua Drive System，略

称 ADS) 技术，如在总论、水压篇

里所述，ADS 是从液压根源的水压

出发，包含着液压技术的特征而产

生的，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探究水压

的概念时，需要从传统的模式、想

法、习惯进行转变，即：需典范转

移 (Paradigm Sift) 。

在评价新技术和新产品时，一

般利用“投资组合：技术与市场”

的二维表示。但是，为了把新技术

引进新市场，除二维表示之外，还

KYB  宫川新平

水压 (ADS) 将来之梦和展望

要加上以典范转移坐标轴表示是必

要条件。

如图 1 所示，对新技术、新产

品领域，如不向典范转移升级，就

找不到新的市场。ADS 虽说是液压

的市场，但其市场不像液压系统的

“重厚长大”为主体。ADS 是谋求

引进“轻薄短小”的安全、安心、

绿色（无污染）的市场，那里是潜

藏着以往没有的附加价值。因此，

要向新市场推出新技术，如没有典

范转移是无法实现。我们首先要了

解 ADS 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技术，

由于传统的模式、想法、经验无法

图1
 

新
市
场•

新
技
术
和
典
范
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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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应用，因此，重新创造模式是

极为重要。

2 ADS 和社会系统 [1]

ADS 的特征是与社会背景和需

求社会系统有较强的链接 , 特别在

有关食品、医疗、医药、化妆品和

包装方面，近几年，与“食品的安全、

安心”类似的需求越来越多，由此，

对相关食品在不久的将来的 HACCP

标准，会被适用而开始受限制。

图 2 表示 ADS 和社会背景、社

会系统的关系，ADS可用一句话“环

保”来表现。把 ADS 与环保的市场

连起来，就可看到在其后面的市场。

同时，从相关社会的背景与其系统

的限制，可能出现特定引进 ADS 的

市场。这些限制，不但是市场的需

求，而且可以找出规范 ADS 机器规

格化、标准化的观点，只要能实现

这些，将会是决定市场的决解手段。

3 ADS 市场的具体事例

近几年，“食品安全 • 安心”

对策已成为当务之急，其对策方案

的例子之一有：对食肉处理设施的

高度安全、安心、卫生化、与TPP (跨

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有密切相

关而被引起注目 [2]。这就是卫生管

理手法里的“HACCP”

模式，即：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 在

食品的卫生管理，

进行特定危害分析

和危害因素。

在 这 里， 当

然处理设施的高度卫生管理是很重

要，为此，对机械装置和环境场所

的安全而有效的清洗，必须成为日

常的工作。目前，处理设施在工人

的高龄化、危险工作和高潮湿场所

等的严酷环境之下。在清洗、灭菌、

消毒、干燥等工序中，使用着大量

的水和蒸汽。较低温 (100-250度 )

的蒸气，大多是被废弃。有专家提

出建议，利用其排热蒸气的透平机

驱动水压泵，把工场内的所有食品

加工机械采用 ADS 来驱动。如能执

行，具备安全、安心的“节能”(动

力回收 ) 设施构思就可能实现。

图 3 表示在食肉处理设施所利

用的大量的水和其处理技术，以及

在这种环境场所适用 ADS 时的互相

之间的关联性。图 4 表示包括“水

利用的世界”的ADS市场，用“压力、

流量”作为坐标轴俯视的图表 [3]。

在低压、大流量领域一般采用离心

图 3 在食品卫生设施的 ADS 和水管理

图4
 

水
利
用
的
世
界
和A

D
S

技
术

泵，在高压、小流量领域采用容积

式泵。

近几年，由于水资源不足、

“海水淡化技术”引起各界的注视，

这种技术是跨越在两方的地位，不

仅限于“传动和控制”，也可期待

ADS 市场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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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DS 市场和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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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作为我国的课题，有人口下

降、老龄化的问题，医疗机器产业

作为维持高龄社会基础的大支柱

之一而被关注，即支援人类各色

各样系统的必要性日益提高，尤

其对机器人的本职工作日益增大，

目前，不仅限于刚性强的传统机器

人，还要实现能与人进行协调工

作，且具有柔性的机器人。在如此

背景之下，气动的本职工作不仅在

传统的产业用途，今后预计在其它

领域将大有发展。

气动的第一优点可举它具有

压缩性，即柔性。再有，由于气动

执行元件不需要采用减速器等的

中介手段，能够产生较大的推力，

因此可以实现直接传动。这是意味

着气动执行元件具有反向驱动性 

(Backdrivability，参考：指执

行元件输入轴与输出轴力量的双

方向传动能力 )，即从输出进来的

外力直接反弹到输入方的压力。作

者认为，此反向驱动性是对今后的

包括机器人等执行元件所必备的

重要特性。

同样，最近在国内，支援创业

型企业的活动很热络。特别对有关

医疗机器方面，在国际上由创业型

企业研发的产品较多。作者等也受

到文化科学省等的支援，设立了从

大学启业的创业型企业，进行医疗

机器的实用化研究。

2 手术支援系统

对主从型 (Master-Slave Type)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教授  川嶋健嗣

气动的新成长领域－医疗

手 术 支 援 机 器 人 的 从 动 装 置 

(Slave) 方的钳子，作者等正在采

用气动传动进行研发。如图1所示，

为检测对需灭菌清洗的从动装置钳

子顶端的接触外力，利用气动传动

的反向驱动性，与体外气缸的压差

进行外力算定的方法，正在建议并

已实际安装。目前，对仅有视觉提

示的市场出售手术支援机器人，作

者等以力觉提示来提高安全性为目

标，进行着研发。

图 2 表示从动装置的一只手，

钳子顶端具有弯曲两个自由度和把

持，由钳子根部配装的气缸和钢丝

绳进行抗衡传动。因此，为实现 2

个自由度，钳子根部装有4支气缸，

把持则由内装在顶端的气缸来实

现。对保持钳子部位，采用各 2 支

气缸和气动摆动执行元件而组成的

连杆机构，来实现以腹壁为中心的

4 个自由度，每支气缸都测量着移

位和压力，采用气动伺服阀构成位

置反馈控制系统。

图 3 表示系统整体的结构，从

图 1 对钳子顶端的外力算定方法

图 2 从动装置方钳子机器手

图 3 手术机器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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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装置方如图 2 所示，由 2 支钳子

机器手和从其中间插入的内珍镜构

成。从压力推测的外力由从动装置

方向主动装置方传送，由主动装置

方也向从动装置方传送位置信息，

以此为目标值进行位置控制。作者

在三年后为实用化目标，正在进行

改良。

3 内视镜操作系统

在内视镜手术中需要插入内视

镜，通常由主刀医以外的被称为腹

腔内视镜观察员的医生，进行保持

并操作内视镜。也就是说，由其他

医生负责主刀医的眼睛任务。从决

解医生缺乏和以主刀医的判断亲自

动手调节内视镜角度的要求，现已

研发了能够保持并操作内视镜的机

器人，但目前还没有广泛普及。

于是作者等，如图 3 所示，

把从动装置方的内视镜保持部位，

从手术支援机器人系统分离出来，

作为内视镜保持机器人，由大学启

业的创业型企业进行了实用化，基

本结构与图 2 所示的钳子保持部位

相同。由于采用气动，实现了柔软

性，当较大的力量施加到保持机器

人时，配备不是退回原位而是自然

回避的控制系统。

气动传动是适合于力控制的，

可以产生采用电动机不可能实现

的吸引力。此系统在医生戴的手术

用帽子上配装三轴的回转仪传感

器，检测头部的左、右、上下和回

转的动作，机器人随着其动作也进

行同步动作，此效果在临床实验已

被确认。

4 结语

由于气动传动具有如上所述的

优点，因此，作者也期待着除了医

疗机器等产业领域以外，向产业用

途以外的领域发展应用，但为此也

有待决解的课题，特别在供应气动

源的压缩机小型化、高功率化以及

静音化。近来，不仅限于机械地压

缩方式，采用化学反应方式的研发

也正在进行，只要能解决上述课题，

可期待电动执行元件为主流的局面

将出现巨大的变化。

最后，在日本流体动力协会创

办 60 周年纪念之际，给以作者撰

稿机会的日本流体动力协会的有关

各位表示感谢的同时，预祝协会的

日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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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万  磊

林德液压（中国）的跨界创新
——访林德液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冰冰

2012 年 12 月 27 日，潍柴动

力投资总额达 7.38 亿欧元完成战

略重组德国凯傲集团（该企业是世

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叉车制造商和液

压技术的全球领先者），这是迄今

中国企业在德国最大的一笔直接投

资，通过此次战略重组，将成功强

化双方在欧洲市场上的工业基础，

并为拓展亚太市场业务创造了机

会。其中，4.67 亿欧元通过增资

形式收购凯傲 25% 的股权，2.71

亿欧元收购其所属液压业务 70% 的

多数股权并成立独立的林德液压有

限公司。

通过近 3 年的逐步整合，截止

到目前，潍柴动力对凯傲集团累计

投资 13.54 亿欧元，控制 40.23%

股权，潍柴动力对林德液压有限公

司累计投资 3.48 亿欧元，控制 90%

股权，并在德国投资建设新的液压

研发与生产基地。

林德液压（中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林德中国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林德液压有限公司持股

51%，潍柴动力持股 49%。公司总部

设在山东潍坊，是林德液压有限公

司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南亚的研发、

生产、制造和销售基地。

有着悠久历史、在国际上有显

著品牌地位的林德液压落户潍柴，

是中国乃至世界液压界的重大事

件，其发展也备受业内人士的关注。

为此本刊特约专访林德中国公司总

经理任冰冰女士。这位土生土长的

潍柴人，有着十几年的潍柴发动机

领域的从业经验，同时身兼潍柴动

力有限公司副总裁。

关于收购的主因和目的，她的

回答是：“主要是为了丰富产业链。

林德液压产品和潍柴发动机的有力

结合，将给潍柴创造出新的核心竞

争力，进一步实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竞争优势。所以林德液压

对潍柴的贡献，不仅仅是销售收入

的增加，更是产业链的丰富、产品

竞争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提升。我

们将充分结合林德液压的技术优势

和潍柴的发动机及电控技术优势，

在液压产品研发方面进行多方面的

跨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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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林德液压技术

林德液压的技术特点就是精

准。她原来隶属凯傲集团，主要应

用领域是叉车，从不追随市场趋势

和技术主流，而是十年如一日地潜

心研究高端液压技术，把技术做到

极致。

为什么林德叉车能打开啤酒瓶

盖？为什么配置林德液压的摊铺机

能丝毫不走偏？这都源于林德液压

技术的精准。林德液压的高精准性

技术不但造就了全球顶级的林德叉

车，同时在工程机械与农业机械的

应用中有很好的表现，另外，林德

液压技术还广泛应用于路面机械、

土方机械、林业机械、海工机械等

领域。

林德液压技术比较独特，林德

02 系列柱塞泵和马达产品的斜盘角

度达到 21°，同样的排量，体积能

做得更小；滑靴与柱塞的特有材料

配合，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闭式

泵独有的双变量柱塞缸控制方式，

能极大地提高排量控制精准性。因

此其客户也是少而精，大部分是金

字塔顶端的客户，如卡特、沃尔沃、

JCB、克拉斯、利勃海尔、阿特拉斯、

约翰迪尔。当然林德中国公司成立

后，战略有所调整，主流客户定位

为中高端客户，让更多的客户享受

到林德液压的精湛技术。

本土化步伐加快

◆研发本土化

之前，林德液压主要面向欧洲、

北美市场，很少关注中国市场，也

没有为中国市场研发相应的技术和

产品。加入潍柴，成立林德中国公

司之后，随着中国团队的不断发展

壮大，公司也在逐步调整市场战略，

在两年前开始由中德团队联合开发

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中德研发团

队的联合，既传承了世界顶尖的液

压技术，还融入中国市场需求特点，

从而提高了新产品研发速度和产品

的适应性。如新开发的弯轴系列马

达，已开始投放中国市场，并取得

良好的开端。

◆制造本土化

林德中国公司采取分步实施策

略，先从装配、试车入手，同时进

行非核心件加工。林德中国公司潍

坊工厂于 2015 年 5 月投产第一条

高压柱塞泵装配线，年生产能力达

8000 台，现处于批量生产阶段。第

二条马达装配线于 2016 年 6 月开

始投产。预计 2018 年，四条装配

线全面投产将达到 10 万台 / 年的

能力。

在制造本土化推进过程中，为

确保产品性能及质量与德国制造完

全一致，林德中国公司潍坊工厂的

设备与德国工厂完全相同，装配测

试中从工艺过程确认、测试程序编

制准备等均由德国专家全程监控；

制造应用的工具、工装经多次在德

国现场确认与验证；产品从样品、

小批到批量，其工艺验证与市场验

证都扎实推进。到目前为止已有两

个系列（注：HPV55、HPV135）的

高压柱塞泵，三个系列的定量马达

（注： HMF55、75、105）进入批

量生产（SOP）状态。

随着中国客户增多和认可，批

量也随之增大、中国工厂实力的增

强已展现出来，将会增强林德中国

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随着中国

团队对生产技术的熟练掌握，制造

本土化的进程会逐步加快。

◆团队建设本土化

从 2013 年底派第一批工程师

到德国培训，经过近 3 年的努力，

林德中国公司在应用、研发、销售、

制造等方面，分别已建成高素质、

高技能水平的液压专业团队。应用

与研发团队中 50% 左右的员工分批

次派往林德液压有限公司的德国工

厂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学习林德液

压有限公司的核心技术与知识精

华。中国员工带着中国客户的需求，

与德国技术团队并肩开发产品，进

而保证新产品开发可靠性高、速度

快。比如：80 排量的弯轴马达客户

已经在装机试验，每年都会推出应

用于中国市场的新品，开发的速度

也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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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中国公司的战略是稳健发

展，绝不盲目投资及快速扩张。液

压是技术含量极高的基础件，不能

一蹴而就，要有长期发展的思想准

备，要沉下心来，学习掌握技术的

精髓。通过专业培训、实践、中德

技术交流等途径，使员工逐步消化

吸收德国先进技术，造就一批有工

匠精神的专业队伍。

林德中国公司的跨界创新

林德中国公司的发展策略是，

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协同潍柴集

团内部资源，为客户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在德国液压产品的基础上，

结合潍柴的技术优势，实现了多方

位的跨界创新。林德中国公司的创

新最大的体现为“不追随”，在行

业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为客户创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充

分发挥自身产品的优势结合整机的

需求。例如在面向小吨位的铲运机

械，林德斜盘式马达独有的取力口

（PTO）技术可以省去变速箱及分

动装置，很好地解决传统方案的布

置空间和变速箱换挡控制策略的问

题，完全通过静液压系统实现全程

无级变速，为客户带来传动系统整

体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带来了研发周

期及整机性能的优势，节约成本，

极大地缩短了国内外的差距。

◆液压动力总成

作为整机动力传动系统的核心

组成部分，发动机与液压系统的匹

配是影响到整机工作效率及燃油经

济性的关键因素。林德中国公司的

应用及电控团队具有发动机和液压

系统性能及控制的复合经验以及资

源，资源互相完全开放，可以很好

解决以往主机企业所面临的“双盲”

现象，通过发动机与液压系统的自

适应匹配，使得整机在任何工况下

最大限度地接近发动机及液压系统

的高效工作区域，从而实现工作效

率及燃油经济性的优化，“自适应”

是系统匹配的关键，无需终端操作

手的主动修正，也可实现系统的自

动“最优追随”，这就是智能装备

的基础，实现智能装备的需要。

潍柴动力建有国内领先国际一

流的液压动力总成试验台架，系统

在整机装配之前实现系统台架验证

及优化，可以有效降低整机系统研

发周期及成本，为客户创造产品全

生命周期的价值。目前研制的液压

动力系统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突破

性成果，如全液压推土机、农机、

装载机等液压系统。

◆液压电控系统

林德中国公司重视电控系统的

研发，电液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主开发液压电控系统的目的是：

1. 提供平台化电控产品，满足中国

市场和欧洲市场的需求；2. 提供面

向二次开发平台（MADIS），根据

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3. 实现

工程机械的防熄火控制 + 行走装置

控制 + 整车控制功能 + 用户定制化

需求；4. 开发 / 升级自主诊断工

具、开发/优化液压动力总成控制。

目前林德中国公司研发团队已经

与潍柴发动机团队一起成功开发了

WISE40 电控系统，该液压控制器与

发动机控制器共享服务平台，设备

发生故障时，潍柴旗下的所有维修



液压气动与密封 /2016 年第 09 期 93

企业之声 Voice  of  Enterprise

站都能诊断和维修。液压电控系统

也将是林德中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之一，它代表了中国液压技术发展

方向。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国内液

压企业为客户提供完全开放式的电

控平台，赋予客户极大的自主二次

开发权限，但忽略了很多国内主机

企业对液压系统核心控制逻辑经验

的欠缺。林德液压全新的 WISE 电

控平台，遵循为客户迅速创造价值

的理念，针对不同应用的关键性能

需求，提供完善的基础功能，如推

土机应用的防熄火及直线行走，喷

药机的防打滑及防熄火控制；林德

液压WISE平台提供二次开发平台，

满足客户对于附加功能的需求，并

对核心控制逻辑标定进行开放，保

障客户对于整机核心性能的经验及

知识产权的保护。

WISE 40 电控系统能够给客户

提供创造的空间，应用层对客户开

放，客户可以根据自己对整机的理

解定制化二次开发软件，客户拥有

知识产权。比如：2015 年推出的样

品 WISE40 液压电控系统已应用在

叉装车、全静液压推土机，以及军

工等产品。

电控技术是液压未来的重要发

展方向。目前，中国的液压企业仍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也是制约我

国液压产业发展的瓶颈。现在中国

非道路发动机已经实施三阶段排放

标准，这就要求是电控发动机，同

时为方便数据传输，其他相关配套

件也要实现电控控制。所以这是一

个系统全面提升的阶段。中国液压

企业大多只想到提升加工精度，还

没想到电控水平的提升，而且这方

面人才也比较稀缺。

很多人认为互联网 + 液压离现

实还很遥远，但是林德中国公司觉

得这不是梦，并已开始进入境界，

我们的技术人员在学习和实践中，

已经不断提出创新设计理念。

在潍柴，发动机技术团队和液

压技术团队拥有深入交流的条件。

在潍柴的竞争对手中，发动机竞争

对手没有液压；液压竞争对手没有

发动机，因此拥有 2 个团队将是潍

柴的重要竞争力之一。

引领液压新领域

除了拥有叉车行业全球顶级的

技术，林德液压在工程机械、农业

机械等众多应用领域的也有深厚的

技术优势；林德中国公司更是凭着

林德液压精湛的技术和中国团队拼

搏精神，迅速拓展中国市场。尤其

在农机及一些工程机械技术升级的

领域，林德液压异军突起，助推了

产业的技术升级。

◆农业机械

中国农机技术与欧美有较大差

距。以前，中国专注于种子的研究，

通过改良育种提高产量，而欧美更

多通过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产

量。当前，中国正大力推进“深耕

农业，精准作业”，非道路三阶段

排放标准要求，从根本上推动了农

机技术升级。据预测，如果中国农

业从粗放式耕种改为机械化耕种，

效率能提高 20% 以上。

林德液压在农机领域快速推

进，不到两年时间内在青储机、玉

米收割机、采棉机等方面已经形成

批量。它带来的操作舒适性、高可

靠性和低故障率，为企业创造了很

大的价值。据了解，国内一家规模

较大的青储机生产企业，已经全部

采用了林德静液压驱动。

林德中国公司培养了一支动手

能力强的应用工程师团队，可以为

农机用户提供技术服务，动力系统

设计，包括发动机、液压系统、冷

却系统、散热系统、连接管件等，

通过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

林德液压逐步成为市场主流配置。

正是这种优质服务，林德液压产品

备受用户青睐。2016 年某商务大会

期间，林德液压推出的“智驱动”，

搭载潍柴发动机 + 林德液压 +电控

系统，一跃成为农机高端客户的首

选产品。

◆工程机械

静液压推土机。在静液压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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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方面，林德液压产品的推广速度

和市场反响都很好，给推土机用户

带来了更多价值。潍柴发动机在推

土机领域有着颇高市场地位，占有

率达 60% ～ 70%。林德液压凭借优

质的产品及良好的市场资源，迅速

占领市场制高点；从2015年开始，

林德液压中国团队面向国内市场，

联合知名推土机生产企业，充分利

用林德产品在直线行走控制和电控

技术优势，设计开发静液压推土机。

林德静液压系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整机作业效率高、油耗低、舒适性

好、可靠性高，同时在整车的系统

控制上，包括对风扇的控制、温度

的控制，并且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

化需求，进行编程、验证，最终实

施整机控制。这些优势很多得益于

潍柴发动机与林德液压系统的优化

匹配；从推出样品进行市场验证到

现在一年多时间，已经卖出去近百

台静液压推土机，市场接受的速度

比原预测还快。

全静压装载机、全静压叉装车。

这些原本在中国是机械的领域，林

德液压和国内一些敢于技术为先的

主机厂一起联合创新，推动产业技

术升级。

路面机械。路面机械也是林

德液压一贯的强势领域，如摊铺

机、压路机等方面，如今在国内市

场加上发动机资源的协同，更是如

虎添翼，林德液压的控制精确、高

可靠性与潍柴发动机性能、低油耗

等优势相结合并进行优化匹配非

常适合路面机械行业的作业工况，

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系统解

决方案。

德国品质  中国服务

德国产品的优良品质全球共

识，而中国式优质服务在世界有口

皆碑。林德中国公司成立初期就提

出“德国品质，中国服务”的口号，

将“高品质 + 优服务”作为团队奋

斗目标，也成为提升产品竞争力与

助推公司发展的软实力。这两方面

的强势结合，一定能打造出林德中

国公司的显著优势。 

“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灵

魂，要学到德国制造的精髓，需领

悟工匠精神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体

现，比如德国人的专注，一辈子就

做好一两件事，并要将事情做到极

致。林德中国公司派很多员工到德

国培训，不仅学习先进的技术，更

是学习他们的工匠精神。公司层面

力推工匠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反映

在生产制造上，还体现在日常工作

的方方面面，如研发的严谨、技术

方案的完善、管理流程有效等等。

要求员工保持“严谨、精确、专注、

创新”的工匠态度，一丝不苟，对

产品品质追求精益求精。

林德中国公司在创建初期就有

清晰的定位，成为中国高端液压件

的领军者。因此品质上延续德国制

造的精髓，哪怕最简单的细节都要

求一丝不苟。有谚语说过：魔鬼就

在细节里面，细节决定成败。如制

造方面，公司安排三位来自德国林

德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管理，一位负

责外协件质量，一位负责生产质量，

另一位负责产品试验。从采购到出

厂试验都贯穿着德国工程师的认真

与严谨，为产品的优良品质提供有

力保证。

“客户满意是我们的宗旨”，

这是潍柴服务宗旨，同样也是林德

中国公司的服务宗旨。林德中国公

司秉承产品从研发、生产、制造、

销售、售后等各环节均结合客户需

求的理念，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

化定制与服务，最大程度开发与生

产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提升客户

对产品的满意度。

企业文化建设

潍柴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是责

任，沟通，包容。责任为本，在沟

通中增进了解，在包容中实现发展。

林德中国公司是一个全新的团队，

团队中齐聚各方人才，队伍年轻、

思维活跃，充满昂扬激情与斗志。

中德员工的文化需相互理解，才能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向客户提供优质产品、引

领液压发展趋势、服务中国市场，

林德中国公司团队将不断努力做

到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