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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发展与改革报告

“十二五”期间，我国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的经济运行受国内外经济变化

的影响，增幅逐年下滑，但经济运行规

模总量仍实现30%以上的增长。2015年，

是我国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十二五”

发展规划的收官之年，一年来，在国内

外经济发展乏力，市场需求下降的大背

景下，行业按照国家经济工作会议的精

神，继续适应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

驱动，克服重重困难和不利因素，经济

运行主要指标实现了小幅增长；行业结

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技术创新成效显著，“强基

工程”关键新产品、新技术取得突破。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 CHPSA

The growth rate of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has 

declined year by year affected by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changes, but overall economic aggregate still grows more than 30% 

during the period of 12th Five-Year Plan. 2015 is the ending year of 

12th 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cline in market 

demand, weak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year, whole industry followed the national economic work 

conference spirit, continued to adapt “New Normal”, implemented the 

keynote of “Making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focused on 

reform & innovation,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 unfavorable factors, 

which all these effort to make major indicators of economic operation 

realized a modest growth; 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ew key products and new 

technical innovation.

China Market Development Report i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2015)

液 压 ( 含液力 )

气 动

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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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2015 年工业总产值完成情

况及 2016年预计

1. 2015 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成

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

实现工业总产值1020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22亿元，

同比增长 2.4％；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200 亿元，同比增长

4.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298 亿元，同比增长

7.7％。

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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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8

亿元，同比增长约 3.7%左右。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工业总产值 532亿元，

同比增长约 1.9%；

气动行业：工业总产值 210亿元，同比增长约

5.0%；

密封行业：工业总产值 316亿元，同比增长约

6.1%。

Industry Economic Situation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5 and 2016(Estimated)

1.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5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chieved gross 

output value of 102 billion Yuan in 2015, with a 4.2% 

increase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2.2 billion 

Yuan, increased 2.4% year- on-year;

Pneumatics: 20 billion Yuan, increased 4.0% year-on-

year;

Seals: 29.8 billion Yuan, increased 7.7% year-on-year.

2. Prediction of total industry output value in 2016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is expected to reach 105.8 billion Yuan, increase 

about 3.7%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3.2 billion 

Yuan, increase 1.9% year- on-year;

Pneumatics: 21 billion Yuan, increase 5.0% year-on-

year;

Seals: 31.6 billion Yuan, increase 6.1% year-on-year.

2011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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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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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al output value of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

dynamics)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年气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完

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pneumatics from 2011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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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产品进出口情况

2015年以来，受境内外市场需求影响，

行业产品进出口总额大幅下滑，但贸易逆差

逐年降低。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液压、气动、

密封产品进出口总额 41.78 亿美元，同比下

降 9.6%，贸易逆差为 12.04 亿美元，其中：

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累计进出口额分

别为 25.18、7.11、9.49 亿美元，贸易逆差

分别为 9.44、1.89、0.71 亿美元。

1. 产品进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5 年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26.91 亿美元，同比

下降 14.3％。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17.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4.8％；

气动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4.50 亿美元，

同比下降 19.5％；

密封行业产品进口额为 5.10 亿美元，

同比下降 7.5％。

2. 产品出口情况

统计资料显示：2015 年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各类产品出口额为 14.8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0.44％。其中：

液压（含液力）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7.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气动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2.6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2.6％；

密封行业产品出口额为 4.3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7.7％。

Industry Imports and Exports
Affec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demand, industrial product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fell sharply, but trade deficit been decreased year 

by year since 2015.

According to China Customs statistics data, total fluid power industry 

imports and exports were US$4.178 billion in 2015, decreased 9.6% 

year-on-year, trade deficits were up to US$1.204 billion. Among them: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were US$2.518 

billion, US$711 million and US$949 million respectively, trade deficits 

were US$944 million, US$189 million and US$71 million respectively.

1. Industry Imports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total im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 2015 was US$2.691 billion, decreased 14.3%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mport value was US$1.731 billion, decreased 14.8% year-

on- year;

Pneumatics import value was US$450 million, decreased 19.5% year-on-

year;

Seals import value was US$510 million, decreased 7.5% year-on-year.

2. Industry Exports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total export valu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 2015 were US$1.487 billion, increased 0.44% year-on-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export value was US$787 million, increased 1.8% year-on-

year;

Pneumatics export value was US$261 million, increased 12.6% year-on-

year;

Seals export value was US$439 million, decreased 7.7% year-on-year.

2011 ～ 2016 年液压气动密封行业各类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fluid power industry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年密封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完成情况及预计

Total output value of seals from 2011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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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 2016 年气动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pneumatics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年密封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seals from 2011 to 2016

三、液压气动密封行业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

内市场容量为 1098 亿元，同比增长 1.5%，分行业

如下：

液压（含液力）行业：2015 年国内市场容量

为 583 亿元，同比下降 0.78%；

气动行业：2015年国内市场容量为212亿元，

同比下降 0.14％；

密封行业：2015年国内市场容量为303亿元，

同比增长 7.54％。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was 109.8 billion Yuan in 2015, 

increased 1.5% year-on -year. 

Among them: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dynamics): 58.3 billion Yuan, 

decreased 0.78% year-on-year;

Pneumatics: 21.2 billion Yuan, decreased 0.14% year-on-year;

Seals: 30.3 billion Yuan, increased 7.54% year-on-year.

2011～ 2016年液压气动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products from 2011 to 2016

2011～ 2016年液压（含液力）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hydraulics (including hydro-

dynamics ) products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年液压行业产品进出口趋势

Import and export trend of hydraulics from 2011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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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运行特点

2015 年，液压、液力、气动、密

封行业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

重要位置，在《中国制造 2025》及国

家“强基工程”等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引导下，继续实施工信部“关于加快

工业强基指导意见”，有力地推动了

行业转型升级和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

一是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进

一步加速。中航力源“液压泵零件制

造智能车间”项目纳入工信部 2015 年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广研院强基

项目“高端橡塑密封元件研发检测服

务平台”获得立项支持、泰丰液压“超

高压大流量电液比例伺服二通插装

阀”项目获工信部强基工程项目立项

支持、临沂高端液压产业集聚发展试

点方案获国家批准、山东常林集团“大

型经济作物收获机械液压系统”获批

2015 年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示范项

目、华德液压《数字液压元件关键共

性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国资委

专项资金支持、北京自动化所和安徽

中鼎入选2015年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

新试点企业名单、中国通用机械研究

院企业技术中心和北京天地玛珂电液

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的

立项和支持进一步推动行业向两化融

合、智能绿色环保制造方向发展，加

快了行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y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de in China 2025" and national "Strong Foundation" 

policy,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focu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ut “Transfer and Adjusting 

Structure” policy into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continue  to implement 

“Guidance on Accelerat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published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accelerate the pace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independent innovation.

1.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acceleration supported by following projects of research:
① “Hydraulic Pump Parts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Workshop” project 

of AVIC Liyuan Hydraulic Company being included in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ilot demonstration project by Ministry of industry in 2015. 

② Guangzhou Research Institute Foundation Project of "High-end Rubber 

Seal Componen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Service Platform” obtained project 

support

③ "Super High Pressure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Servo Two -cartridge 

Valve" project of Taifeng hydraulic company supported by    Strong Base 

Project support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④ Linyi high-end hydraulic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pilot program 

approved by the state.

⑤ Shandong Changlin Group project of "Large Economic Crop Harvesting 

Machinery Hydraulic System" approved by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ong Base Project. 

⑥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project of 

"Digital Hydraulic Components Common Key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dustrialization" supported by national special fund.

⑦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for Machine-building Industry and 

Anhui Zhongding Group were selected in Internet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f 

Innovative Pilot Enterprises List in 2015.

⑧ General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and 

Beijing Tiandi-Marco Electro-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Co., Ltd. technology 

2011 ～ 2016 年气动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Pneumatics products from 

2011 to 2016

2011 ～ 2016 年密封产品国内市场容量

Domestic market volume of Seals products from 2011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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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加

快，2015年是行业技术进步丰收之年。

三一集团“高速重载工程机械大流量

液压系统核心部件”荣获国家科技发

明奖二等奖。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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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

表的 11 项科技成果获中国机械工业科

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其中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5 项。33 项科技

成果获液气密行业技术进步奖，其中：

一等奖 6 项，二等奖 11 项，三等奖 16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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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项目的研发和实施，有力地推动

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行业的标准制修定进度加快。

2015 年共发布了《液压铸铁件技

术条件》等 17 项国家、行业技术标准，

其中国标 12 项，行业标准 5 项；发布

了“工程机械高端液压件及液压系统产

业化协同工作平台”等四项液压行业

可靠性试验标准；由中国液压气动密

封件工业协会及各专业分会制定的“液

压液力气动密封件制造工”首次入编

国家职业大典（2015）。

展望 2017 年，在国家一系列稳增

长和提振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影响下，

在《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的引导下，

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走出去战

略实施拉动，行业经济运行仍具备保持

总体平稳运行的基本条件。2017 年行

业产销及出口仍将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行业经济运行质量将进一步改善。

center was identified as "National Recognized Enterprise Technology Center". 

State support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mart green manufacturing, and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2. 2015 is a harvest year of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Industry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echnical progress speed up:
① SANYI Group "High Speed Heavy Duty Construction Machinery Hydraulic 

System Core Components" w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ntion 

Award. 

② 11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on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represented by the high pressure and 

large flow rate proportional valve, high-pressure axial piston pump / motor 

design and test of ke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which are 2 first-class awards, 

4 second-class awards, and 5 third-class awards respectively. 

③33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have won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including 6 first-class awards, 

11 second-class awards, and 16 third-class awards.

Hydraul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2015 

have these following outstanding features: the project's technical level is high 

with notable innovative points; close co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among 

enterprise,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and betwee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parts suppliers; Total number of declared projects reached 

326 patents, which ranks first over the past years. Declarations with patents 

reached 96.5%.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products upgrading, imports replac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y declarations also have wild application prospect.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projects, promote the industry'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y standards making and revision progress speed up 

A total number of 17 national and industry technical standards have been issued 

in 2015, including 12 national standards and 5 industry standards; Released four 

hydraulic industry standards of reliability test such as" High-en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ydraulics and hydraulic Systems of Industry Collaborative 

Work Platform” and others; “Hydraulics, Hydraulics-dynamic, Pneumatics 

and Seals Manufacture Occupation” made by China Hydraulics Pneumatics & 

Seal Association and the branch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 National Vocational 

Ceremony 2015”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ndustry economic outlook 2017 still has the basic conditions to maintain the 

overall smooth operation under a series of steady growth and national economy 

policy guided and driven by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ndustry sales and exports will remain 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economy will be improved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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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际流体动力市场概况

2015 年，世界工业生产低速增长，贸易

持续低迷，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下跌。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

经济体增速进一步回落，世界经济整体复苏

疲弱乏力，增长速度放缓。国际流体动力传

动市场产销增幅继续回落。现将国际流体动

力统计委员会（ISC）提供的相关国家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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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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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1000

10,513,839

8,049,274

2,880,000

1,728,896

1,450,000

983,540

900,028

553,055

431,334

350,000

345,462

219,914

186,561

177,385

168,710

139,815

94,285

23,962

17,900

29,213,958

美国 USA

中国 China

德国 Germany

日本 Japan

意大利 Italy

法国 France

英国 UK

瑞典 Sweden

土耳其 Turkey

西班牙 Spain

芬兰 Finland

中国台湾 China Taiwan

挪威 Norway

瑞士 Switzerland

比利时 Belgium

波兰 Poland

捷克 Czech Republic

罗马尼亚 Romania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合计：Total

市场销售额

Market Sales Volume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Survey o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Market in 2015

The glob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showed a slow growth trend in 

2015, trade continued to slump, financial market turmoil intensified, 

and commodity prices fell sharply.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recovery is slow, and growth rate of new emerging country declines, 

so the overall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s weak, and growth 

rate slowdown. International fluid power transmission market growth 

continued to fall.  The following statistical data of relevant countries 

in fluid power market are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Committee (ISC), which only for reference. Hydraulics national home 

sales see Table 1. Pneumatics national home sales see Table 2.

表 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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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1000

3,044,039

2,699,904

1,480,000

1,369,913

736,500

270,110

240,604

226,721

162,700

142,344

140,142

124,552

76,772

51,912

51,153

24,617

24,560

13,000

10,867

10,890,409 

中国 China

美国 USA

德国 Germany

日本 Japan

意大利 Italy

法国 France

英国 UK

中国台湾 China Taiwan

西班牙 Spain

瑞士 Switzerland

土耳其 Turkey

瑞典 Sweden

比利时 Belgium

捷克 Czech  Republic

芬兰 Finland

波兰 Poland

挪威 Norway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罗马尼亚 Ro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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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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22 ～ 25 日  

2016 泰国国际机械展览会

MANUFACTURING EXPO 2016

2016 年 9 月 07 ～ 10 日  

2016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

SIMA ASEAN Thail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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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是东南亚展览业发展比较快的国家 , 据泰国商业部不完全统计，曼谷是泰国最主要

的展览会举办地，占泰国举办展览会总数的 90％以上，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纺织服装、

农副产品 , 以及为旅游业和教育服务等领域。近年来，中泰两国政府坚持互惠互利原则，达

成重要认知，在办展、参展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实现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我们看到基于这

种合作的成功，中泰两国在展览业领域积极寻求，并建立起长期具有共赢的竞争力，以及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中泰会展业在东南亚乃至亚洲的国际商

务活动的重要地位。

为推动我国流体动力行业与东盟企业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宣传和展示中国流体动力

产业趋势和技术进步成果，借助泰国机械展会平台，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和汉诺

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携手，为扩大亚洲国际流体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会（PTC 

ASIA）的国际影响力，搭建国际商贸合作平台，于 2016 年 6 月 22 ～ 25 日参加了在泰国曼谷

举办的国际机械制造展览会（MANUFACTURING EXPO 2016），并与泰国展览业有关组织进行国

际商务交流，达到预期目的。

走进泰国 2016

2016 泰国国际机械展览会观感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 程晓霞、祁金一、王征

INTO 
TH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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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展
会
现
场

展会活动宣传

泰国国际机械制造展览会每年一

届在泰国曼谷举办，今年是第二十五

届。本届展会有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

区的 2425 家参展商参展，展出面积

约 6m2。其中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台湾区的 6 大展

团进行了集中展示，来自东南亚各国

的 51 811 位客商到会参观并进行了

商务洽谈，成效显著。

我们了解到，机械制造和机械设

备作为本届展会的两个主题，下设 5

个专业主题展（汽车机械、模具、装

配及自动化、表面处理及喷涂技术、

电子展），及一个由泰国政府和日本

政府相关机构支持举办的泰日商务洽

谈专场，针对性的交流和寻求合作，

现场交流气氛活跃有序，体现出展会

的专业性和技术水平，具有很好的模

式和代表性，反映出亚洲机械制造和

机械设备的发展现状和良好态势。

近年来，泰国积极参与区域性

经济合作，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随着制造业和服

务业的发展，泰国经济结构已发生重

大变化，由过去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

农业国逐步向新兴工业国转化。中泰

两国贸易中，机械设备位于泰国从中

国进口商品的主要地位。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得中国与东盟

超过九成的产品贸易关税降为零。这

是世界上拥有消费者最多和覆盖面积

最大的自贸区，也是被称为继欧盟、

北美自贸区之后的“未来世界第三大

经济体”。我们看到：中国流体动力

行业企业和东盟同业企业间正在积极

交往 , 寻求合作 , 必将为中国流体动

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创造无穷的商

机，合作前景广阔。

展
会
活
动
宣
传

中国展团

中国展团展出面积近 300m2，展出

产品主要为模具、自动化、机电、气动、

密封件、泵、缸、空压机及汽车配套

的零部件等。在中国展团中我们也看

到了很多熟悉的 PTC 展商的身影，奉

化星宇电子有限公司、广东尼尔森气

动元件有限公司、温岭市大丰电机有

限公司、华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宁

波爱之福密封科技有限公司等。与他

们交流了解到 , 大多数展商在东南亚

市场都有固定客户，每年的订单增长

率都在 10% ～ 20% 左右，相比较欧美

中
国
展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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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泰国国际机械展览会

期间，协会副理事长程晓霞等 3 人与

汉诺威米兰（上海）有限公司展览项

目经理 2 人共一行 5 人，拜访了展会

主办方 REED TRADEX 公司，与展会项

目经理 Mathawat Settajinda cha- 

roen先生进行了亲切会谈。主要议题：

邀请泰国展览当局和泰国机械商会组

织泰国同业企业参加或参观 2017 PTC

展会和展会举办的国际技术论坛报告

会等。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协会表

示积极推介泰国国际机械展览会和展

会举办的商务派对活动，并应中国企

业需求，继续组织参加 2017 泰国国

际机械展览会。双方还就各自举办的

展会做了交流，为创建合作新商机，

建立媒体合作平台，达成共识。

 ◆ 2016 年泰国国际机械展览

会期间，协会和汉诺威上海有限公司

一行拜访了参加展会的越南展团组

市场的持续低迷和对中国产品的苛刻

条件，东南亚市场的温和以及稳步上

升的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来到这里开拓新市场，寻求商机。

我们了解到：泰国制造型企业较

少，大多为代理和贸易公司，我们在

展台上看到多家泰国代理商在代理中

国气动、密封的产品（也是PTC ASIA

展商展示的产品）。如浙江亿日气动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气缸和气动元件,

奉化星宇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磁产

品，宁波爱之福密封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密封产品等，表明中国生产的产

品在这一市场的应用空间很大，中国

企业也正在通过展会进一步加深对泰

国及东南亚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并对

市场应用前景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

他们生产的产品也凭借其出色的性价

比和产品的多样化，以及技术和质量

的不断提升，颇受东南亚市场的欢迎。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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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方 - 越南河内人民委员会贸易促

进会（HPA），并与贸易促进部官员

NGUYEN THI THUY 女士进行了交流。

据悉，此次越南展团共 15 家展商近

200m2 的摊位，展出产品主要是机械

零部件、阀门、螺丝、模具等，他们

借助展会平台，现场举办商务配对会

和越南投资推介会，初有成效。双方

介绍了各自工作职能和开展的活动。

中方邀请越南贸促会组织企业参加

2017 PTC ASIA 展会，并能够参加高

新技术论坛报告会，介绍越南有关机

械产业市场发展情况。

◆协会一行 3 人应邀拜访了

IMPACT 展览中心与 IMPACT 展览管理

有限公司，受到黄颖欣经理和周思思

经理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共同关心的

话题进行了交谈。周思思经理对曼谷

IMPACT 展馆设施和 IMPACT 公司所举

办的相关机械领域的展会做了详细的

介绍。据悉，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

司每年举办 10 多个展览会，展馆建

有 12 个展厅、55 间会议室和多个为

客户提供的附助服务功能，充分满足

展商的需求。她还重点介绍了“2016

亚洲（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筹

备情况”，该展会一年一届，展期 3

天。主要展出与农业相关的机械、设

备、附件、零部件等。2016 年该展

会展出面积共有 13 500m2，中国江苏

省贸促会、山东省贸促会已建立起良

好的合作关系。组织了中国地方展团

900m2，为展示出良好的技术和产品正

积极准备。泰方表示，非常期待与我

协会在媒体宣传、企业展示、贸易对

接等方面的紧密合作，通过“泰国国

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东盟国际工

程机械展”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创

建新的市场合作机制。

程晓霞副理事长重点介绍了我协

会主办的 PTC ASIA 展览会举办情况

和同期组织的国际交流、技术报告会、

贸易对接等活动情况。希望通过本次

交流，愿与 IMPACT 展览管理有限公

司建立起展会项目上的务实友好合

作，期待通过泰国机械商会和展览当

局，组织东南亚观众和展商参加 2016 

PTC ASIA 展，并期待通过泰国窗口辐

射到东南亚各国。同时，协会也将应

行业企业需要，赴泰参加“2016 亚洲

（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SIAM 

ASEAN Thailand）”，积极推动行业

企业不断开拓和发现新的商机。双方

达成共识，积极发挥协会媒体《液压

气动与密封》杂志的力量，宣传报道

和推广各自展会，并在展会中做好现

场宣传。

黄颖欣经理表示，非常赞赏双

方合作意向达成，IMPACT 展览管理

有限公司将积极与泰国机械商会联

系，鉴于今年参展 2016 PTC ASIA 展

时间紧迫，将会组织买家团和观众参

加 2016 PTC ASIA 展进行参观和商务

对接。同时也期待中方组织行业企业

参加“2016 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

会”，共同搭建贸易对接平台。

展会期间，协会还走访了日本、

韩国和中国展团的部分展商，并进

行了交流。通过几天的参展和走访，

多数展商和观众对东南亚市场非常

看好，感到中国的产品因性价比高

也颇受欢迎。

2016 年赴泰国国际机械制造展览

会执行公务活动，是继 2015 年我协

会赴韩国机械展执行公务之后，按亚

洲国际流体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展览

会（PTC ASIA）高层会议共同制定的

工作计划进行的亚洲区招展和组织观

众工作的具体实施，公务收效显著，

学习、借鉴、感想颇多。泰国展不论

是从展馆建设规划、配套设施、交通

便利、展位划分、展会服务功能的设

置上，均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

虽然展会规模并远远没有 PTC ASIA

展会大，但是围绕产业链组织专精特

的展会，国际性强，紧贴东南亚市场，

开展商务对接等活动，为各国参展企

业带来了丰富的资源。

泰国本土企业以贸易及代理公

司为主，生产型企业多为日资和台

资企业。近年来，欧美市场持续的

低迷，东南亚市场的活跃和稳步上

升，正吸引着中国企业来到这里开

拓市场。

中国制造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制造的产品、技术和质量在不

断提升，中国企业正在转型升级，

抓机遇，练内功、创发展，齐心共

为中国流体动力产业进步，贡献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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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综述

《液压气动与密封》杂志 宋京其、李绍云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由法国最大的展览公司高美爱博展览集团（COMEXPOSIUM）联合泰国农

业部及农机协会等共同主办，该展会为高美爱博集团 SIMA 农业机械系列的品牌展会之一，2015 年开始，

每年举办一届，展会是泰国最大、最专业的农业机械类展览会。参展范围包括：田间作业机械、农产品

加工机械、家禽饲养机械、乳制品机械、排灌机械、园艺机械、粮食仓储设备、柴油机、发电机组等，

以及肥料、种子、农药、杀虫剂等农业相关产品。吸引来自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商、分销商、农场

承包商和农业合作社等的贸易买家，展会已经是东南亚地区颇有成效的农业和农业机械贸易平台。

2016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概况

今年的展会主办方为爱博展览

集团（COMEXPOSIUM）、法国农机制

造商联合会（AXEMA）和 IMPACT 展

览管理公司，合作主办方是泰国农

业和合作社部，2016 年 9 月 8 日，

在泰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2016 东盟泰国国际农业机械博

览会在位于曼谷的 IMPACT 会展中心

5-6 厅和 IMPACT 湖畔正式开幕，泰

国农业和合作社部副部长 Jintana 

Chaiwannakarn女士，主持了开幕式，

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员

出席了开幕式。

今年的展会提供了一系列创新的

农业技术和设备，如牵引、土壤工作

设备、植物处理、收获、灌溉、储存、

育种设备和备件，展示了最新的技术

和创新。展会总面积为 21 500m2，包

括室内和室外区域，有来 21 个国家

和地区的 300 余家公司参展，包括知

名品牌，例如：New Holland，Case 

IH，CLAAS 和 Yanmar 等。

7个国家形成了展馆，他们是：

中国展区、中国台湾展区、意大

利展区、印度展区、土耳其展区、

韩国展区和越南展区，中国展区

参展企业 67 家，超过去年。室外

区域进行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

械设备作业场景演示以及拖拉机

拉力赛。

为期 3 天的展会吸引了来自澳大

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马来西亚、缅甸、荷兰、菲律宾、俄

罗斯、新加坡、韩国、瑞士、中国台湾、

土耳其、英国、美国和越南等 40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3 000 多名专业观众，

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名贵宾

买家在活动期间进行了 700 多次卓有

成效的商务会谈。

同期还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包括

由亚太农业与食品营销协会（AFMA）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农业价值链（国际会议）”，

由法国农机制造商联合会 / 爱博展览

集团/IMPACT展览管理公司组织的“科

学研究报告（国际会议）”，由亚洲

Agribiz 组织的“未来农业（国际会

议）”，由泰国农业工程协会组织的“国

际农业工程大会”，由泰国甘蔗和蔗

糖董事会办公室组织的“泰国国际甘

蔗研讨会”。
中国展区

展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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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和展品介绍

参展的中国液压气动密封生产企

业及农机制造企业主要有上海国瑞液

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苏强格液压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台湾佳王油压工业

有限公司等。

◆上海国瑞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国瑞液压”）

国瑞液压由阮瑞勇董事长亲自带

队，携多路阀、齿轮泵、齿轮马达、

流量控制阀、摆线马达等产品亮相该

展会。尽管这是国瑞液压第一次来东

南亚国家参展，但是该公司之前已经

有泰国客户，客户买其液压元件组装

液压系统。阮瑞勇董事长谈到参展体

会：液压元件在泰国是有市场的，而

且市场逐年在增加，国内液压企业应

该注重泰国市场，这个市场对我们来

讲是很有前景的；泰国对产品要求是

高质量的，在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

上需要的是高端液压马达，比如伊顿

和小松的产品，并不是要便宜货；泰

国工厂设备自动化水平还不高，用工

也和国内一样存在一些问题，也想通

过自动化取代一些人力。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苏强格液压”）

李玮斌常务副总经理带队参展，

该公司展出产品主要有：流体连接件

（液压软管及总成、软管接头、过渡

接头、快速接头等），阀类产品（平

衡阀、梭阀、节流阀、手动调速阀、

液控单向阀、截止阀、单向阀）等。

谈到苏强格产品在市场上常胜不衰，

李总认为得益于从原材料、加工到热

处理整个产业链能够自给自足，苏强

格液压销售额在2016年实现了增长。

该公司主要是想通过展会寻找一些高

端客户，将自身的高附加值产品（比

如阀类产品）推向东南亚市场。

◆中国台湾佳王油压工业有限公

司展出了插装阀、多路阀、电磁阀。

◆北京益恒泰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了高压胶管总成、普通加油机管等。

◆湖州南浔鑫牛链业有限公司

展出农用机械用链条和摩托车用链条。

◆河北宁晋县八达机械配件厂展

出了接头、杆等农机用配件。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展出了

TS904、TS604 拖拉机。

◆山东欧泰隆重工有限公司展出

了装载机和挖掘机。

◆山东源泉机械有限公司展出了

188 型直联式转向微耕机、高地隙自

走式喷药机、旋耕起垄施肥机、1S 系

列全方位深松机等。

◆山东时风集团展出了拖拉机、

联合收割机、发动机等农业装备。

◆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展

出了 3CD-15 农药喷洒无人直升机。

◆常州东风农机集团有限公司展

出了拖拉机系列产品。

◆常州市东正机具有限公司展

出了TOWN SUNNY 1GL-150旋耕机。

◆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展出了 WORLD 454 轮式拖拉机、锐

龙（4LZ-4.0E）联合收割机、猛龙

国瑞液压展出的多路阀等产品杂志社一行拜访国瑞液压

苏强格液压展出的软管接头等产品杂志社一行拜访苏强格液压

无锡汉和公司 3CD-15 农药喷洒无人直升机

特瑞堡公司展出的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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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3100 履带式旋耕机。

◆江苏东洋机械有限公司展出了

DS80 乘坐式直播施肥机、PD60 乘坐

式 6 行插秧机、C704G 4 行半喂入联

合收割机、TYB2088 方形打捆机等。

◆大阳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展出了

微耕机、打捆机、高杆喷雾机等。

◆江苏云马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展

出了水稻盘育秧播种机。

◆无锡市佳广机械有限公司展出

了蔬菜自动移植机、茶园耕作管理机。

◆特瑞堡公司展出了橡胶制品。

◆ 泰 国 机 械 协 会（THAI 

MECHINERY ASSOCIATION）EURO BEST 

TECHNOLOGY CO.,LTD. 展出了高产量

喷雾干燥机和高速提取器等，C.C. 

AUTOPART CO., LTD. 展出产品：

H-300HA 带锯。

◆ SAKPATTANA 公司展出了 SS-

300 联合收割机。

◆ NEW HOLLAND（纽荷兰）公司

展出了大马力轮式拖拉机。

◆ KUBOTA 展出了拖拉机和联合

收割机。

◆ AMATA MACHINERY 公司展出了

Fujii 除草机 ME1022X1、HC350 等。

◆ YAMABIKO 株式会社展出了 RV

自走式防除机。

◆ L E M K E N I n d i a A g r o 

Equipment Pvt. Ltd.展出了铧式犁、

中耕机等。

◆ CLAAS 公司展出了联合收割

机、拖拉机等产品。

泰国农业机械的状况与需求

笔者在参展前，认真阅读和收集

了有关泰国农业机械现状、市场需求等

方面的资料，现将有关内容整理如下，

希望能够对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有益

的信息。

泰国作为东盟国家中的传统农

业国家之一，其耕地面积为土地总面

积的 38%。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产区，

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也相当发达。但

随着泰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劳动力短

缺成为农业生产的关键性问题，这必

然导致对农机需求量的增加。其次，

随着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一方

面为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农机提供了

便利；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东盟国家

的农产品出口量，刺激了东盟国家的

农业发展，从而加强了农业机械化应

用的力度。在此市场条件下，该展会

不仅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产品展示平

台，同时也为企业进入泰国及周边市

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目前，泰国使用的大多数农业

设备是当地生产的，例如拖拉机、耕

耘机、圆盘犁、圆盘耙、水泵、喷雾

器、脱粒机、收割机、联合收割机、

清洗设备、烘干机、碾米机和加工设

备等，但是这些来自当地小企业的机

械产品，在质量、效率和可靠性上不

满足要求，一些农机由泰国农业产品

的公司从海外进口，这个市场的增长

点有：带有旋转机具的小于 40 马力

的四轮拖拉机，它在中部平原地区和

北部的低海拔地区，将取代两轮拖拉

机用于稻谷收割。由于收获季节劳动

力的缺乏，特别是对于收割水稻和甘

蔗，大多数农户和农场主都盼望拥有

优质和高效的收获机。十分明显的是：

在泰国的农业机械化正处于从劳动密

集型机械向控制密集型机械（例如种

植机械、灌溉系统机械、动力喷雾器、

联合收割机、使用生物燃料的烘干机、

筒仓和仓储搬运、先进的和高质量的

碾米机等）转变的转折点，最终这些

机械将被农场主或农户迅速采用，然

而要花更多的努力对这些机械进行改

进和调整，来适应当地的条件。

尽管在贸易平衡方面偏重于进

口，但是泰国的机械出口的确在增

长，对东盟的成员国来说特别强调区

域性销售，2004 年以来，泰国的机

械出口总量飙升了 90%，这主要是由

于东盟邻国中发生的经济、农业、工

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开发，在区域内

对客户的出口是由拖拉机和种子与颗

粒清洗、分类、分级设备所引领的，

目前，东盟吸收几乎 30% 的泰国机械

和零部件出口，在未来的几年里，在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计划在 2015

年达成的称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大规

模单一市场环境下，针对打破了贸易

壁垒的泰国的供应商来说，该区域甚

至将成为一个更大的市场。对当地工

业扩张的贡献是更多的世界知名机器

制造商在泰国设立生产工厂，因为在

泰国建厂对企业来说很有市场前景。

农业机械化设备的制造商的角色是通

过商业协会和行业协会的协调，建立

一个跨区域的机械化供应链和经销商

加盟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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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机械行业在高端装备制造、共性基础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部分领域已达到或接

近世界先进水平。科技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有力地支撑了我国机械行业的发展。建设

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意志。

2016 年，在《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坚持创新驱动，

融合发展、市场导向、企业主体的基本原则，引领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技

术水平稳步提高，新技术工程化、新产品产业化成果显著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本年度行业技术进步奖申报评审工作自 1 月启动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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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项，液力 6 项，气动 3 项，密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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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项。其中：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15 项；获奖比例为 52%，获奖科技工作者 247 人次。

按行业统计，液压行业获奖 18 项，液力行业获奖 4 项，气动行业获奖 1 项，密封行业获奖 7 项。按奖励类

别统计，技术发明成果获奖项目 4 项，均荣获二等奖；技术进步成果获奖项目 26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一等

奖 2项，二等奖 8项，三等奖 15 项。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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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配合作大幅增加；

行业企业注重自主创新，申报项目拥有的专利总数达到 285 项，拥有专利的项目占申报项目总数的比例达到

100%；产品升级换代、替代进口、产业化效果日益显著，应用前景广阔。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

二等奖

12项

三等奖

15项

一等奖

2项

特等奖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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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has mad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general basic technology studies, 

some of the products are approaching 

or have reached the global advanced 

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greatly accelera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powerfully 

suppor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machinery industry.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implementing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ful nation, 

has risen up to be state wi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novation-driv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  marke t -dr iven  and 

enterprise entity theory”, lead enterprises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 upgrading 

and rais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se 

measures have made more effects on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 i ty and increasing 

technical level. Innovative products 

have rapidly sprung up, a great deal of 

notable achievements have emerged in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products in 2016.

From Starting in January to announcing 

in Sept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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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aulics, 6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hydro-dynamics, 

3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pneumatics 

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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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s. Among them, there 

is one declaration to win the grand 

award, 2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first-

class awards, 12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s and 15 declarations 

to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s; awarded 

declarations have occupied 52% of 

all, there are 247 person-times S&T 

participants to win the honor.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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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ndustry, among all awards, 18 

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aulics, 4 

declarations belong to hydro-dynamics, 

1 declaration belongs to pneumatics and 

7 declarations belong to seal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data by category, 4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achievements, all of them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26 declarations 

belong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chievements, among them, 1 declaration 

wins the grand award, 2 declarations win 

the first-class award, 8 declarations win 

the second-class award, 15 declarations 

win the third-class award.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 ics  and  Sea l s  Indus t r ia l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in 2016 

has the following outstanding features: 

declarations have reached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with notable innovative 

points; further cooperation has been 

deepened not only among enterprise, 

universi ty,  research inst i tute  and 

application, but also between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and parts 

supplier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elf-dependent 

innovation. The patent amount of 

all declarations is up to 285 items. 

Declarations with patents have occupied 

100%.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products upgrading, imports 

replace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Many 

declarations also have an extensive 

application prospect.

China Hydraulics Hydro-dynamics Pneumatics
and Seals Industry Technology Progress

Award Overview in 2016
Expert Committees of CH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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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密封行业技术进步奖项

目呈现平稳发展态势，共评选出优秀

获奖项目 7 项，其中：特等奖 1 项，

二等奖 3个，三等奖 3项。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密封

成套技术自主开发及应用”项目荣获

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

步奖特等奖。该项目由宁波天生密封

件有限公司、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集团大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限

公司和清华大学共同研制开发。项目

从设计、材料、工艺、设备、制造到

工程应用水压试验、冷态、热态功能

调试等方面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

攻克了一系列难题，并完全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产品主

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性能

优于国外同类产品，对我国核电装备

国产化具有重大意义。项目的成功研

制，打碎了国外企业长期垄断中国核

电领域的梦魇。

发展核电最大的隐患是核泄漏引

起的“核污染”。三里岛、切尔诺贝

利和福岛已成为人类永远挥之不去的

恶梦。防止泄漏是所有核设备的最大

难题，“密封”是核电运行和事故状

态下防止泄漏的第一关。一座核电站

需要几百种、上万个密封件，尤其是

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密封，属核一级设

备使用，是整个核电密封系统中最复

杂、最重要的密封。

本项目历经十年，通过大量试验

研究和技术攻关，攻克了由国外垄断

几十年的技术禁区，成功开发了 O形、

C 形密封环产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

压力容器主密封材料、设计、制造和

检测技术，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1）发明了 O 形环直管开孔技

术，创新性地提出了先开孔后成型的

工艺，克服了国外产品先成型后开孔

的缺点，一次性解决了杂物残留问题，

达到产品 A1 级清洁度要求，提高了

开孔精度。

（2）发明了薄壁合金管材的自

重熔焊技术，提高了焊缝的平整度，

解决了焊接后的焊缝不得凹陷的技术

难点。

（3）独创了大直径密封环整体镀

银工艺，镀层均匀，解决了分段镀银

过渡处结合力不强、厚度不均等问题。

（4）发明了超长弹簧的绕制技

术，保证了超长弹簧截面圆度，使 C

形环在低密封载荷下泄露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5）发明了大尺寸 C 形密封环

一次性复合成型技术。

（6）建立了密封性能计算机仿

真模型，针对各种堆型压力容器不同

的技术指标，开展密封参数分析和性

能优化设计；建立了工况模拟实验台

和检测平台，验证了设计方法的正确

性，实现了密封材料、结构和性能检测。

项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

用新型 6项，发表论文 6 篇，制定能

源局标准 2项，企业标准 2项。

项目成功应用于国内多家核电站

和科研、军用反应堆，并已开始出口，

解除了国外对我国核反应堆密封技术

的遏制，对国家核发展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

“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丙

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干气密封（型

号 规 格：S748L-270、S748L-191、

S748L-152）研制”项目荣获中国液

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该项目由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

有限公司、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共同完成。

干气密封全球绝大多数市场被国

外几家公司垄断，国内只有少数企业

能够生产干气密封产品。经过近几年

的快速发展，国产干气密封产品在中

小轴径和中低压力的使用工况下能够

替代进口，但是在大轴径领域还需要

市场进一步验证。大轴径和超低温是

乙烯三机密封的主要特点，国外该类

密封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乙烯工业。

该项目采用先进的设计方法和制

造工艺，产品结构设计、材料选择、

制造工艺合理，主要技术特点和创新

点如下：

（1）设计创新：密封采用自

主研发的双旋向“J20”动压槽，将

稀薄流体力学和格子波尔兹曼算法

（LBM）引入到密封端面流场的分析，

优化槽形参数，使密封具有更低的脱

开转速和更小的泄漏量，并重点研究

了低温下气膜刚度及稳定问题。

（2）结构创新：对密封的摩擦副、

关键金属结构件根据压力、温度下的

应力、应变计算进行了结构优化设计；

对重要位置副密封的结构、材料、追

随性及制造工艺上做了科学的分析研

究，掌握了关键的技术。

（3）材料创新：在摩擦副和零

部件的材料选择上提出合理的依据，

并针对性地选择了抗低温冲击、配对

材料组对和耐磨性能好的摩擦副材料。

（4）试验创新：建立了低温试

验装置及低温试验控制系统，编制了

科学的试验规程，验证了密封在低温

条件下运行的可靠性。

该项目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

的空白，是我国动密封技术的一个突

破。产品已在石化、化工企业推广应

用，对我国大轴径和低温密封积累了

可贵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开展更大轴

径和低温的密封应用，推动了高端干

气密封技术的快速发展。

密封产品依靠科技创新

打破国外垄断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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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申报液压行业技术进步

奖的数量同比持平，申报项目的总体

质量较去年有了大幅提高。本年度共

评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18 项，其中：

一等奖1项，二等奖8个，三等奖9项。

“电液伺服比例插装阀技术研

发”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由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电液伺服比例二通插装阀，结合

了插装阀技术、电液比例技术、传感

技术、测试技术、微电子技术、精密

加工技术，根据液阻网络理论，利用

位移 - 电反馈原理研制成功的具有大

流量、高频响、耐高压、寿命长等特

点的新型电液比例插装阀。

电液伺服比例插装阀主要应用在

快锻压机、陶瓷压机、压铸机、注塑机、

吹塑机和轧钢设备等需要大流量开环

或闭环控制系统中。

该项目的核心创新点如下：

（1）参数匹配优化：通过对先导

控制及网络的匹配技术研究，总结目

前已有的二通插装阀基本原理，归纳

其优缺点，得到科学合理的匹配参数。

（2）结构集成创新：遵循产品

结构模块化、可配组和开放式的原则。

实现了位移传感器和主阀芯、盖板的

集成结构设计；主阀套与盖板的集成

结构设计；位移 - 电反馈回路数字比

例控制器的集成设计。

（3）集成电子技术创新：通过

对该电液比例二通插装阀各主要组成

部分的理论分析，建立其数学模型，

对影响阀性能的各主要因素进行仿真

分析。针对摩擦力和瞬态、稳态液动

力等因素对阀芯运动过程的影响，结

合鲁棒、非线性等现代控制技术，研

究出针对位移 - 电反馈的控制方案，

实现在不同输入幅值下均具有高控制

精度和快速响应性，各项控制性能指

标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应用

集成微电子技术，实现对电源、电磁

铁、主级传感器等关键部位的状态实

时监控。

（4）柔性加工工艺创新：为形

成该产品的产业化，特对该产品的生

产流程推行合理化重组，对“安装孔”

采取了创新的柔性加工工艺。

（5）试验创新：设计制造了低

压大流量实验台，并能采用高压蓄能

器组提供瞬间高压大流量，主要测试

阀的稳态负载特性 ( 流量－压差 )、

稳态流量控制特性 ( 流量－电信号 )

和阶跃响应特性，为测试提高阀的性

能提供了有力保障。

通过技术创新，开发出高频响大

推力的比例电磁铁、耐高压大行程的

LVDT 位移传感器和带总线接口可软件

设定的高精度数字式比例放大器；开

发出规格通径 NG16 ～ 160、额定压力

35MPa、额定流量 160 ～ 20000 L/min

的二通插装阀。该项成果填补了国内

空白，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

进水平。

“双泵负荷液压传感系

统”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

密封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该项目由四川长江

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完成。

近年来，大型设备中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压配

套件的研制和生产有了长足

的发展，主配协同发展，是

现阶段的大势所趋。在这种

大趋势下，液压行业企业取

得明显的技术成果。该项目

拥有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

空白。项目在保有原有优点

（分合流量提高效率、降低

能耗）的情况下，克服起重

机阀前控制（LS）双泵负荷传感系统

执行机构复合动作的干扰问题，提高

起重机阀前控制（LS）双泵负荷传感

油路执行机构复合工作时的抗干扰能

力，使系统稳定性和控制精度得以全

面提高，实现起重机不抖动、控制精

度达到实现重物1～ 2mm的精确移动，

符合起重机向高稳定性、高精度控制

方向的发展需求。

在双泵负荷传感系统技术及产品

的市场开拓过程中，该公司一方面是

积极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受国家知识

产权相关政策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加

快本项目在全液压起重机、工程机械、

矿山机械等主机市场用户的开拓，以

逐步替代进口同类产品。双泵负荷传

感系统技术及产品已成熟应用在长江

液压 QF28、LBF 系列等负荷传感多路

阀产品，并批量替代进口应用于青岛

华东机械、华南船舶机械、抚挖重工、

三一重工等国内主机厂家，大大提高

了主机多执行机构工作的稳定性、协

调性和可靠性，促进了工程机械向更

高控制精度的发展，打破了国外产品

在高端技术和产品上的垄断，实现了

液压产品继续突破高端

实现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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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

“步进式加热炉能量回收技术” 

项目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协

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由太重

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完成。

本项目属冶金行业生产线上的必

须用到的关键设备—加热炉的动力装

置，本项目的宗旨是将物料被提升后

的重力势能加以利用，达到能量回收

利用之目的，为实现上述目的和节能

的效果，本项目采用了新结构原理的

液压油缸，融合电液比例控制技术，

构成一种全新的加热炉动力装置，使

用这种技术后，使加热炉液压系统的

装机功率可降低 50%，实际消耗功率

可降低 60%。本项目的核心技术部件

是“能量回收液压缸”，已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专利。

该项目所蕴涵的节能技术（或称

势能回收技术）不仅用于步进式加热

炉的技术改造，还适用于具有类似负

载特性的液压设备中，如轧制线中的

板带轧机、步进式运输机、步进式冷

床等设备的液压系统中。

该项目的技术创新点在于，对油

缸结构进行创新设计，利用液压平衡

的原理，将负载势能转换成压力能存

储起来并加以利用。结合该技术在莱

钢、济钢等客户加热炉的使用现场情

况，应用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济南）

有限公司的步进式加热炉能量回收技

术后可使原加热炉液压系统的能耗降

低 60%，系统的装机驱动功率降低为

原先的一半，节能效果显著。国内钢

铁行业正在使用的步进式加热炉是清

一色传统的、没有功率回收的液压驱

动系统。如果把这些系统都利用本技

术进行改造，将会对钢铁行业的节能

减排起到重大作用。利用本技术对现

有设备进行改造，无需更改原设备的

机械和土建结构，仅需更换液压缸和

补充蓄能器组等部件。对于设备来说，

一年节省的电费即可补偿节能改造的

投资成本，因而具有可观的应用前景。

“GP45C4-AIW 伺服高频响比例电

磁铁”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业

协会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由安

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比例电磁铁是为比例阀配套的

基础液压元件之一，高频响比例电液

阀是当前国际电液控制领域的前沿技

术。电液伺服阀和比例阀是在电液伺

服比例系统中将微弱的电能转换为大

的液压能量的输出，是该系统的关键

元件，决定系统的精度、频响和工作

可靠性。电液比例阀相对于电液伺服

阀具有价格低，耐污染能力强等优点，

但与伺服阀相比频率响应性能差，一

般用于开环系统。为了使其能用于高

响应、高精高的闭环系统，需要研制

开发带反馈高频响比例控制阀。高频

响比例电磁铁用于驱动其阀芯位移，

由位置传感器进行检测，内置电子线

路实行闭环控制，频响接近一般电液

伺服阀，但同时还保留了普通电液比

例阀的特点，比如耐污染能力强，不

需要很精细的滤油器，高可靠性、易

维修、维护费用低等特点。目前比例

电磁铁及带反馈高频响整套比例电磁

阀仍依赖进口，影响我国关键行业的

发展。

该项目产品主要用于伺服比例溢

流阀、比例方向阀。经国内广大用户

使用后反应产品质量、技术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该项目是一种机电转换装置，采

用了闭环控制，与比例控制放大器配

套使用，可对电液比例阀的阀芯位置

进行准确的高精度控制。该项目的技

术创新点如下：

（1）电磁铁采用了大电流驱动，

结构上优化降低了电磁铁剩磁，从而

使得电磁铁频响可达 100Hz。                

（2）线圈采用了全注塑结构，线

圈可短期通过 120℃～ 20℃的冲击测

试，产品防护等级和散热性能得到了大

大提高，电磁铁的应用环境更加广泛。 

（3）电磁铁结构上集成了高精

度 LVDT 直线位移传感器，从而电磁

铁对阀芯的控制达到了精、准、稳。

（4）集成的 LVDT 直线位移传

感器采用超高磁导率材料，频响超过

500Hz，从而完全满足高频、高精度

控制阀芯位移。

（5）LVDT 直线位移传感器实现

了电磁全屏蔽，大大提高了传感器抗

干扰能力，避免了外界电磁信号对传

感器的干扰。

（6）电磁铁表面处理采用了纳

米特殊涂层技术；盐雾试验达到 400

小时无白锈或红锈，从而使得电磁铁

可以于恶劣的环境。

（7）隔磁采用了成本低、耐高温、

润滑性好、隔磁效果好、耐磨性好的

隔磁薄膜，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

命，电磁铁寿命可达 1000 万次。

（8）传感器温度漂移小于0.02%。

（9）电磁铁耐油压可达 35MPa，

爆破油压可达 70MPa。

（10）耐压套采用了整体结构，

材料一次成型，使得位移传感器耐

油压可达 31.5MPa，从而使得产品可

用于高压控制领域，外壳防护等级

IP67。

该项目的成功开发进一步改善

和优化了产品结构，提高了市场竞争

力和灵活性。该产品用于自动化液压

控制系统中，通过高频响、高精度，

准确的位置控制，实现对液压系统压

力、流量的连续调节，有很好应用前

景。该项目实施将填补国内空白，为

我国智能制造、工业发展起到积极推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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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气动行业技术进步奖评

选出优秀获奖项目 1项，荣获一等奖。

“气动元件关键共性检测技术的

研究及应用”荣获中国液压气动密封

件工业协会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

目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和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共同完成。

我国气动技术起步晚，气动元件

质量低、能耗高、性能差、市场竞争

力有限，国产气动元件仅能基本满足

中低端市场配套要求。目前我国正处

在气动产业升级以及工业节能减排的

关键时期，提高我国气动元件质量势

在必行。

气动元件主要包括气动执行元

件、气动控制元件、气源处理元件、

真空元件、气动附件等，品种和规格

众多，所涉及的关键共性检测项目主

要包括：能效检测技术、流量检测技

术以及泄漏检测技术。

我国的气动产品检测主要是人工

手动操作完成，不仅效率低，重复性差，

而且检测过程容易污损元件。随着人

力成本提升，产业升级需要，气动元

件检测技术的升级与创新迫在眉睫。

在我国质检行业公益性科研专

项、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国家项目的

资助下及数十家企业的支持下，经过

十多年的努力，该项目组攻克了上述

难题，构建了一套气动元件关键共性

检测技术，形成多项国家标准，有效

提高我国企业气动元件的检测能力，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提出了气动执行元件的能

耗评价理论及检测技术，并形成国家

标准。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一种全新的

气动元件能耗评价指标——气动功

率，直接量化了气动元件的能量损失；

开发了气动元件能量消耗的检测方

法，被采纳制定为国家标准。解决了

当今我国乃至全球气动元件能效评价

方法与标准缺失的问题。

（2）开发了气动元件流量特性

高效、便捷检测技术，被立项制定为

国家标准。针对气动元件的流量特性

检测，开发了一种基于等温容器的流

量特性动态检测方法，有效提高了检

测的效率并降低了耗气量，该方法被

采纳立项制定为国家标准；提出了一

种基于管外脉冲加热的流量测量方

法、一种基于空气耦合 LAMB 波的气

体流速测量方法，研究成果获得国际

同行的认可。解决了当今我国气动元

件流量特性检测效率低、实用性差的

问题。

（3）开发了气动元件的高效泄漏

检测技术，并发明了检测仪器与装备。

针对气动元件的气密性检测，开发了

一种基于温度补偿的气动元件气密性

快速检测方法；针对泄漏位置检测，

开发了一种基于超声频谱加窗泄漏点

定位检测技术；针对泄漏量检测，提

出了一种基于基准流量的并联接入式

泄漏量检测技术。解决了当今我国气

动元件气密性检测耗时长、泄漏点定

位精度差、泄漏量测量效率低的问题。

该项目研究成果有效解决了我

国现有检测方法陈旧、技术落后、相

关标准缺失等问题，检测技术具有检

测效率高、精度高、重复性好、自动

化程度高等特点，专家鉴定认为“气

动元件能耗评价方法处于国际先进水

平，快速泄漏检测和流量检测技术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

该项目技术及仪器设备已被国家

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多家企

业采用，完成了 100 余家气动企业产

品的监测与监督，得到企业的高度评

价，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完成了

200 余家制造企业的气动元件能效评

估及节能改造，有效降低了气动元件

的能耗，近三年为我国累计节电 8 亿

度以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研制相关仪器与装备 10 余种，

形成国家标准（GB/T 30833-2014）1

项，立项制定国家标准（气动元件流

量特性的测定）1 项。申请发明专利

20 余项（已授权 10 项），申请实用

新型 10 余项（已授权 6 项），发表

论文80余篇（SCI：24篇，EI：21篇），

被引次数总计 200 余次，单篇最高引

用次数 76 次；研发的检测技术及检

测仪器、设备被国家气动产品检测监

督中心及众多气动企业采用，其中“国

家气动产品检测监督中心”采用该项

目研发的检测仪器与设备为全国 100

余家企业进行了 500 余批次的抽样检

测 , 检测报告为指导企业改进生产工

艺，提升产品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气动执行元件的能耗评价理

论及检测技术形成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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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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申报液力行业技术进步

奖的数量同比持平，共评选出优秀获

奖项目 4 项，其中：二等奖 1 项，三

等奖 3项。

“铁路大型养路机械 YH350 液力

变速器研发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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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前进

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飞速提升，

国家加大了铁路建设的投入，根据国

家权威部门预测，未来五年我国铁路

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总额将

达到 3 万亿左右。大型养路机械是铁

路装备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

建设的飞速发展，铁路运输密度的不

断加大，以及铁路的连续大面积提速，

使铁路线路维护与运营的矛盾日益突

出，客观上将大幅提升铁路大型养路

机械的需求，同时对养路机械的品质

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经过二十几

年的发展，我国铁路养护基本形成了

以大型养路机械为主要作业手段的格

局，然而目前使用的铁路大型养路机

械的核心零部件如液力变速器等仍依

赖于进口，其关键技术均由国外公司

掌控。

YH350 液力变速箱是杭州前进齿

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

新产品，其综合指标先进，技术达到

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产品填补国

内空白，可替代进口，其在技术上有

如下特点及创新之处：

(1) 应用于铁路动力换挡变速箱

的变矩器闭锁和解锁自动控制技术。

YH350 大型铁路养路机械用动力换挡

变速箱，在车辆运行时，通过对转速

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比对，当其车

速达到设定要求时，其控制系统自动

将变矩器闭锁离合器闭锁、解锁，从

而达到提高变速箱效率，节约发动机

燃油的目的。

(2) 应用于铁路动力换挡变速箱

的变矩器闭锁减振装置设计和制造技

术。变速箱在闭锁过程中，为减少闭锁

冲击，在变速箱液压系统中设置了缓

冲阀，避免闭锁冲击造成发动机熄火。

(3) 铁路动力换挡变速箱挡位联

锁机构设计技术。变速箱挡位从高挡

切换到低挡时，其控制系统中设置了

降挡联锁功能。当车辆车速低于设定

值时，其挡位联锁机构解锁，此时变

速箱挡位才能从高挡切换到低挡。

(4) 拖行工况下润滑系统设计技

术。为了保证拖行工况变速箱的润滑

要求，增加了双向拖行泵，以解决变

速箱拖行时的润滑问题；该拖行泵正

反转都能正常工作，适应了轨道车辆

拖行的要求。

(5) 铁路动力换挡变速箱输出脱

桥机构设计技术。变速箱后输出采用

湿式离合器脱桥机构，并设置低压报

警装置以监测操纵油压，克服了常规

齿套结合脱开方式很难完全实现输出

轴结合或脱开、极易造成输出脱桥部

件损坏的弊端，实现

了变速箱多工况下的

功能切换，同时使得

换挡柔和、可靠。

该项目自主开

发了具有减振功能的

变矩器闭锁和解锁自

动控制技术，避免闭

锁冲击造成发动机熄

火，提高了变速箱效率；设计了挡位

联锁机构、拖行工况下润滑系统和湿

式离合器输出脱桥机构，产品换挡柔

和、性能可靠。该项目已获发明专利

和实用新型专利各一项，填补国内空

白，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项目打破了该领域对铁路大型

养路机械设备全凭进口的状态，大大

缩短我国在工程机械产品技术领域与

先进国家的差距。该项目的完成同时

也大大提升了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

整体水平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满

足了铁路大型养路机械使用要求，实

现了装备国产化，具有良好的现实意

义，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越强、掌

握的核心关键技术越多，未来的发展

后劲和空间就越大。近年来，行业技

术进步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稳步

提高，新产品对行业的贡献率不断提

升，为国家重大装备配套国产化率也

不断增大，体现了行业自主创新和科

技进步的方向。2016 年是“十三五”

的开局之年，也是制造强国战略实施

的起步之年，中国液压气动密封件工

业协会将继续引领行业企业，坚持创

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新技术

工程化、新产品产业化，促进我国液

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尽快由大变强，

用科技创新开启行业的产业强国梦 !

结束语

液力变矩器突破关键技术缩

短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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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液压液力气动密封行业
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

1 M16011 励行根 罗  英 顾国兴 刘恩清 魏世军 王亚军

马姝丽 贺寅彪 贾晓红 廖传军 励  洁 宋  炜    

谭  勇 陈宇帆 励  勇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连加

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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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等奖 1项

二等奖 12 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M16006

M16009

M16010

Y16006

Y16010

Y16011

Y16012

Y16015

Y16031

Y16032

Y16033

YL16006

何  方 王泽平 刘小明 柳建荣 陈  侃 彭  敏    

易  亮 吴  昊 姚  敏 蔡力宏 邢桂坤 张来勇

姚德群 王小鹏 孟令平 杨思思

贺石中 陈闽杰 邓  新 冯  伟 张洁华 张  文    

李秋秋 庞晋山 丘晖饶 王永安

朱  斌 陈惠玲 严巧珠 郑华婷 朱  路 陈杰峰   

赖晓荣 夏林妫

阮瑞勇 罗年柱

王德华 欧常斌 王夏金 胡菁琼 吕林其

刘  虎 田学良 赵汝健 肖  旺 代永丰

毛新中 王闰香 曹常贞 宁艳春 施丰荣 宋贵彬

韩  艳 张立新 都东来

焦文瑞 潘  骏 秦志文 杨  培 沈启志 谷礼华   

宣曙江 夏云峰 马  超 曹  迅

李泰林 卢海锋 贾爱华 汪利娜

隋安东 徐尚武 徐英黎 张  灿 张  伟 王新成 

王有国 臧铭书

孙国校 叶玉堂 

宋  斌 蒋永清 章齐龙 胡建华 曾翰雅 蒋群华

童小红

四川日机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玉杰旋转接头金属软管

有限公司

江苏国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长江液压件有限责任公司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济南 )

有限公司

烟台未来自动装备有限责任

公司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艾迪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密封

成套技术自主开发及应用

乙烯三机（裂解气压缩机、丙

烯压缩机、乙烯压缩机）干气

密封（型号规格：S748L-270、

S748L-191、S748L-152）研制

自动化油液检测与智能质量控

制系统

安全环保型高温导热油旋转密

封装置

负载传感与压力补偿电液比例

多路阀

双泵负荷液压传感系统

步进式加热炉能量回收技术

LHJ 系列液压伺服节能控制

系统

107 系列低噪音全液压转向器

GP45C4-AIW 伺服高频响比例电

磁铁

5.5-6.5T 挖掘机用高端液压系

统

外泄式高压叶片泵（ABT 系列

伺服叶片泵）

铁路大型养路机械 YH350 液力

变速器研发及应用

1

2

Q16001

Y16009

石  岩 蔡茂林 王  涛 许未晴 路  波 虞启辉  

段海仑 黄  亮 范子川 廖平平 武铁成 刘丽娇

惠伟安 王一轩

王振华 李世振 陶  钧 国  凯 王  然 王明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国家气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山东泰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一等奖 2项

气动元件关键共性检测技术的

研究及应用

电液伺服比例插装阀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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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M16001

M16004

M16008

Y16002

Y16016

Y16017

Y16019

Y16022

Y16023

Y16028

Y16029

Y16037

YL16001

YL16004

YL16005

彭  建 洪先志 唐大全 孟秀国 包  鑫

崔正军 苏循德 王孝文 那艳明 王金华 霍素梅

吴益民 孙李超 王仕江 沈铁伟 章佳红 丁  锋 

曹岳强

汪明柱 陈善坤 朱玉巧 张志飞 王鹏生 李精龙

方忠磊 朱纯美 陈  鹏 郑家菊 邵京京

刘建华 徐  强 宋云鹏 粟  成 陈文胜 黄  强

鲁江黔 杨宗平 聂  丹 李海浪 安维亮 王晋芝  

陈新雁 杨光华 马吉光 李  波

吴晓冬 葛小惠 肖国庆 郭  力 刘柏青 王亚俭

刁春月 付鹏发 王  颖 田娅娅 窦建培 周丽琴  

刘柏青 彭  刚 田英真 王志坤

窦建培 潘  伟 吴晓冬 刁春月 王  颖 杨晓东   

周丽琴 葛小惠 王亚俭 彭  刚

刘  朋 张虹源 褚桂君 郑圆圆 赵书祥 金全明   

孙永红 顾  丹

刘庆教 杨立志 罗海霞 韦金钰 于铁柱 李福强  

樊耀华 范华志 王家聪 张  静

鄢万斌 黄晓艳 明君剑 初长祥 龚学全 王松林 

蔡登胜 蒋  拓 陈素姣 罗  维 蒋仁科 卢海林    

陈礼光 黄  遂

郭世宝 王艳丽 孙永祯 宋春涛 于  晖 陈奇斌   

纪文杰 胡  浩 林枫桐

孔令龙 李国强 赵如愿 雷福斗 朱翠雪 黄文生

陈荣灿 刘建强 谭  青 黄  健 吴浩华 谢卓桓   

叶结芳 岑  冬

成都一通密封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北碳密封有限公司

浙江国泰密封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合肥长源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中船重工重庆液压机电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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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传动分公司

广东中兴液力传动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三等奖 15 项

设计压力达 15MPaG 的低泄漏

管道输送压缩机干气密封

离心气体压缩机系列新型蜂窝

密封

低烧失柔性石墨板材

SFHSG100/65-63/40 系列伺服

油缸

220t 电动轮自卸车液压系统总

成技术开发

工程机械用 107 ～ 125ml/r 锥

柱塞液压马达

HD-MWVX12-1X/SY2001 水平定

向钻用多路阀

HD-BVD20…-4X/ 型平衡阀

HD-MWVL25-1X/Y-001 型流量共

享比例多路阀

起重机微动式自适应变幅液压

缸

变径渐宽深焊缝单道多层技术

与应用

装载机变速箱关键技术研究及

应用

YOCHJ750F/1500/500 调速型液

力偶合器传动装置

YJ280-8 液力变矩器

双挠性限矩型液力偶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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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